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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 年是令香港人百般滋味的一年，喧鬧的政治爭議和街頭運動佔據了我們的時間，大家都

沒有空去留意社會政治以外的話題。於是，一個於香港電影、文化值得紀念、討論的年份就

無聲無息的過去了。

到底香港電影始於何年，是這一期HKinema的小專題「 港片何年？」想要探討的問題。甚

麼？2009 年不是香港電影百年嗎？《偷燒鴨 》作為香港第一部電影不是早已被香港電影業界

所肯定，拍攝了多部致敬的短片，在那年的金像獎頒獎禮上放映嗎？事實並不像娛樂新聞所

報道那麽簡單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當時就沒有為1909 年是香港電影百年做肯定的表態。而在

2014 年，業界亦流傳一封由澳洲籍電影研究者法蘭賓（ Frank Bren）發出的信件，指根據最

新發掘的史料 — 參與其事的美國攝影師在1914 年接受的訪問，香港第一部劇情片應為拍

於1914 年的《莊子試妻 》，呼籲各電影機構重視、紀念這個年份。到底這是甚麼回事？

其實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各種香港電影片目、年表，如余慕雲的大作《 香港電影史話 》第

一卷，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都有1909 年美國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在香港拍攝短片《偷燒鴨 》、以及1913 年黎北海、黎民偉兄弟拍攝《莊子試妻 》的

記載。但他認為《偷燒鴨 》不是香港註冊公司拍攝的作品，不把它算進香港電影之列。這個

說法在十年前被內地學者李以莊、周承人挑戰，他們考證出兩部電影的產權性質一樣，同樣

應算進港片之列（根據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標準 ），同時，《莊子試妻 》的拍攝年份也被推遲了

一年，確認為1914 年的作品。於是一場關於《偷燒鴨 》還是《莊子試妻 》才是香港第一部電

影，伴隨着黎氏兄弟貢獻高低的爭論展開了。

有趣的是，為爭論的雙方提供關鍵史料的，都不是香港居民。廣州的李以莊、周承人讓《偷

燒鴨 》重歸香港電影之列、澳洲的法蘭賓則找到唯一討論到《 偷燒鴨 》的第一手訪問，讓這

隻鴨的存在得以確認（但又把牠的出生日期推後 ）⋯⋯而作為香港電影的官方研究機構香港電

影資料館在尋找史料證據上卻沒有貢獻。出現這樣一個怪現象，特區政府吝於投入資源考究

歷史恐是最大的原因。

這次小專題，有羅卡關於《偷燒鴨 》誕生年份爭議的梳理，以及有關人士爭取慶祝2014 年香

港電影百年誕辰活動的報道。林錦波則回顧了2009 年，官方大舉慶祝電影百年的來龍去脈。

同時收錄了關鍵文獻，《莊子試妻 》和《偷燒鴨 》的攝影師萬維沙的訪問中譯本，原刊於美國

《電影世界》雜誌1914 年7 月25 日第21 卷第41 期。希望能讓讀者對這件爭議有初步的了解，

也為思考何謂香港電影、香港文化提供一個思路。

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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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003 年10 月

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 紀念黎民偉誕

辰110 周年 」，場刊中稱《莊子試妻 》

的編劇黎民偉為「香港電影之父 」。周

承人、李以莊在其中一個座談會上提

出《 莊子試妻 》攝於1914 年，而非

1913 年。《 莊子試妻 》的導演黎北海

亦是香港電影的先驅，並指黎民偉的

日記並非原文，曾遭刪改。

2004 年

羅卡在《當代電影 》（總120 期 ）雜誌發表了〈黎

民偉與早期香港電影製作活動的再考察 〉的文

章，根據在美國發現的布拉斯基專訪，推斷《莊

子試妻 》、《 偷燒鴨 》等片於1912 至1916 期間

拍攝，即否定《偷燒鴨 》是在1909 拍攝的。

2004 年4 月

周承人、李以莊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 》

4 月號（總82 期 ）發表了〈黎民偉的若干經歷和

評價─勘誤與質疑 〉一文，重提黎北海對開拓

香港電影的貢獻，質疑「抑黎北海，揚黎民偉 」。

2005 年2 月28 日

周承人、李以莊在《信報 》發表了〈香港電影紀元始何年 〉一

文，考證《莊子試妻 》與《偷燒鴨 》兩片，同為上海亞細亞影

片公司出品，並以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港片定義，把兩片列入

香港電影範圍。電影百年的問題改寫。

2005 年5 月

黎錫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 》5 月號（總86 期 ）發表了

〈關於中國電影先驅黎民偉─答周承人、李以莊〉一文回應，

重新提出黎民偉多方面的貢獻；同期期刊周承人、李以莊亦發

表了〈讚美與求真─覆黎錫先生 〉再回應，堅持論點。

2005 年12 月

三聯（香港 ）出版社出版的《早期香港電影史(1897-1945)》，

作者周承人與李以莊根據史料認為，《偷燒鴨 》是香港最早的

電影，於1909 拍攝，是為香港電影啟動年份。
2006 年6 月

黎錫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 》6

月號（ 總86 期 ）發表了〈 香港第一部

故事短片《莊子試妻 》的製作年份 〉，

重新佐證《莊子試妻 》攝於1913 年。

2006 年12 月

黎錫整理余慕雲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兩

次座談會上的演講，寫成〈 對黎民偉

與黎北海的評價─與周承人、李以

莊商榷 〉，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

紀 》12 月號（總57 期 ）發表，不認同

黎北海是香港電影奠基者，反指周李

二人「抑黎民偉，揚黎北海 」。

2007 年5 月

周承人、李以莊再發表〈 事實

是一切評價的基礎─對黎民

偉若干史實與評價的再勘誤 〉

回應黎錫，表示此整理有很多

不實之處。

2009 年2 月19 日　

香港電台與DotAsia聯合成立「香港電影100 年 」網站，

並於時代廣場舉行了「香港電影百年展 」，至3 月9 日結

束。

2009 年3 月13 日

香港電台啟播《影‧話‧百年 》節目，一連四集。

2009 年4 月5 日

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公開座談「 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之

謎 」，講者有羅卡、黃愛玲、法蘭賓（Frank Bren），羅

和法質疑《 偷燒鴨 》是否存在，黃則相信《 偷燒鴨 》確

實有拍過，不過可能攝於1912 年甚或其後。

2009 年4 月19 日

香港電影金像獎於頒獎典禮舉行，主題是紀念香港電影

百年，借四部港片情節重現《偷燒鴨 》。

2009 年5 月17 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電影發展局和香港電影商會等，

於法國康城影展期間舉行「 中國電影之夜─香港電影

百年慶典 」。

2009 年7 月

羅卡於紐約公共圖書館發現1914 年7 月25 月出版的《電

影世界 》（The Moving Picture World）曾發表一篇布拉斯

基的攝影師萬維沙（R.F. Van Velzer）的訪問，修正《莊

子試妻 》拍於1914 年，其後才拍《偷燒鴨 》，並於《當

代電影 》（總第169 期 ）發表〈早期香港電影製作的再探

索─圍繞「香港電影百年 」的疑問 〉。

2009 年12 月15 至17 日

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研討會 」，

兩年後輯錄成《 中國電影溯源 》一書，列舉各家學說及

佐證，並未提出最後定論。

1997 年

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 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 》

（1913-1941），以《莊子試妻 》為香港第一部

電影。時任研究組策劃的余慕雲在序言中指，

1909 年香港已有電影《偷燒鴨 》的拍攝，「可

是它的出品公司卻是開設在上海的亞細亞影片

公司，因此沒把它作為香港出產的第一部故事

片 」，而把1913 年出產的《莊子試妻 》作為香

港出產的第一部故事片。

2003

2009

2007

2006

2005

2004

首部港片之爭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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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一、1909年在港拍製了《偷燒鴨》這回事

有沒有真憑實據？

二、有沒有專家去查根問柢考證過？

答案是：一、沒有。二、有，結果是否定的、

或是不能肯定的。

要詳細解釋以上兩點，得花很多工夫。我嘗試簡

要地解說一下。

  《偷燒鴨》拍製於1909年之說，源於1927年出

版的《中華影業年鑒》中史家程樹仁的一段記載，

指出布拉斯基1909年在上海創立亞細亞影片公司

「攝製《西太后》和《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

盆申冤》和《偷燒鴨》。」僅此一說，未有舉證史

料來源，而此後八十年的史書就沿用此一說法。

香港史家余慕雲在他的著作中亦引用此說，但亦

舉出了香港刊物對《偷燒鴨》年份的另一記載，

表示對該片拍成於1909年之說仍有懷疑。2008

年，北京中國電影資料館的研究員黃德泉詳細考

證了上海亞細亞影片公司的活動，推翻了流傳的

布拉斯基在1909年創立此公司之說，間接證明了

《偷燒鴨》不可能拍成於1909年。而在2009年12

月，香港電影資料館召開的「中國早期電影歷史

再探討研討會」上，羅卡和法蘭賓（Frank Bren）

分別發表的研究文章都提出了最新發現的文獻資

料，論證了《偷燒鴨》和《莊子試妻》都拍製於

1914年春，但《偷燒鴨》的拍攝和公映都在《莊

子試妻》之後，即推翻了《偷燒鴨》拍成於1909

年、是香港第一部故事片。黃愛玲、藍天雲的研

究文章廣泛深入查證了有關《偷燒鴨》的中英文

歷史文獻，結論是無法確證或否證《偷》片的拍

製／公映年份；最後仍是存疑。這些文章都見於

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的 《中國電影溯源》一書，

於此不詳說了。

香港電影資料館這個研討會和它出版的論文集，

集合了多位專家多年來研究香港電影起源的成

果，討論了對如何定義「第一部香港電影」，香

港電影的誕生期，《偷燒鴨》和《莊子試妻》的

製作、公映年份和背景，布拉斯基在港的製片

活動，他和攝影師萬維沙以及和香港電影先驅人

物黎北海、黎民偉、羅永祥等的關係，和早期

香港電影的相關議題，有着前所少有的詳細深入

探討，並容納了不同的以至針鋒相對的觀點。其

中有新的發現，即法蘭賓、羅卡提出的布拉斯基

1914年在香港拍製並公映了紀錄片《王者的體育》

（The Sport of Kings），和《莊子試妻》、《偷燒鴨》

等五部故事短片的論證；也有文章認為這個論證

仍未成立，或以「孤證不立」否定它。作為主辦

機構的香港電影資料館，只展示了這些不同的研

究成果，對於何者為「第一部香港電影」、那一

年是香港電影的誕生年，卻沒有作出定論。

儘管政府屬下的香港電影資料館對《偷燒鴨》拍

成於 1909年之說保持懷疑而未有贊同，同樣是

政府屬下的電影發展基金和香港電台電視部卻在

2009年大事慶祝「香港電影百年」。至於電影業

界慶祝「香港電影百年」的活動更是接連舉行。

2014年已經過去，媒體回顧這一年電影界的大事

件，都沒有提到去年正是香港電影一百周年！不

是它們不重視這回事，而是，它們覺得2009年

已經慶祝過了。確實，2009那一年，業界和政

府當局都曾盛大慶祝「香港電影百年」—比方

三月舉行的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就

有香港電影百年紀念專題；政府屬下的電影發展

基金在五月的康城影展大搞慶祝香港電影一百年

酒會；香港電台電視部在時代廣場舉行了香港電

影百年的圖像展覽，等等。

為甚麼要在這一年慶祝？因為很多電影史書都

說，1909那年有個外國製片人布拉斯基在香港找

到中國人做導演和演員拍了部叫《偷燒鴨》的故

事短片，主辦者們就認定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部

「香港影片」，所以⋯⋯就把2009年定為香港電

影誕生的一百周年了。

百年孤寂

靜悄悄渡過了的  香港電影百歲壽辰

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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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搞清楚香港電影的誕生年份、只聽信傳言就忙

不迭搞慶祝，如今看來是否有「盲動」成份，得

須檢討呢？

顯然，當年大事慶祝的主辦者去年並沒有好好反

省，對「香港電影百年」這重大的紀念也不作深

究；讓過去的過去算了。咱們中國人傳統，「慶

生」從來不深究哪月哪日！做舊曆可以、新曆

也可以；年歲可隨意加減；身份證報的生日是一

個，命書上寫的又是另一個，反正當年不流行出

世紙。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愛提前做壽，或是

選個方便大家的日子高興高興。提早慶祝「香港

電影百年」有啥稀奇。

我這樣作類比的形容絕非誇張，事實如此： 2009

年以來，從未見到官方管電影、輔導、資助電影

事業的機構，民辦的電影事業團體或電影文化機

構代表，公開發表重新檢討「香港電影百年」的

言論。對香港電影起源於何年的討論和新近的研

究成果並無興趣；既不過問、自不反省。普遍的

看法似乎是：「香港電影百年」都過去了，已經

再沒有宣傳價值，還提它甚麼！

偏偏，仍然有人對「香港電影百年」念念不忘，

在這個議題上繼續思考、寫作、發表，推動人們

關心正視這重大的電影歷史事件。黎民偉的第六

子黎錫由去年底起，以自己名義，亦有和羅卡、

盧偉力等聯名去信香港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基

金、康文署、電影導演會、大學的電影學院等多

個機構和有關人士，要求正視「香港電影百年」

的年份是2014、「香港第一部故事片」是《莊子試

妻》，並提出今年應就此舉辦紀念活動。一直探

索香港早期電影歷史的研究者法蘭賓，則在去年

九、十月間，向有關電影機構團體（包括上述的

一些）和人士發出二百多封長達廿二頁的公開電

郵，詳細陳辭、並附研究資料，指證出《王者的

體育》是第一部有公映日期的「香港電影」，《莊

子試妻》是第一部香港拍製的故事片，《偷燒鴨》

和其他三部隨後拍攝，都完成於 1914年；因此，

2014年才是值得紀念的「香港電影百年」。

至於有關機構、團體和人士對於上述兩類信件的

反應，一如預料中的：非常冷淡。絕大部份是毫

無反應、不作回覆。只有極少數的機構團體作了

禮貌上的、不置可否的回信；也只有更少數的三

兩個機構、團體、人士作了比較明確的或贊成或

反對的答覆。

綜觀事態的發展，大多數人對香港電影歷史不了

解亦無興趣，反應如此冷淡完全可以理解。但當

年對慶祝「香港電影百年」興致勃勃的電影機構

團體對今次重提「香港電影百年」的反應如斯冷

淡，則確是教人失望傷感。於我個人而言，反對

或贊成的聲音都得聆聽；歷史發掘是件長久費力

的工作，即使有新發現也得經由時間的考驗、別

人的反覆驗證，短期內未能接受是正常的。可歎

的卻是電影事業、電影文化的行內人的因循、迴

避、冷漠、沉默。

香港電影的百歲壽辰就如此靜悄悄地渡過。在

此，我只有以不離不棄自勉，並獻上默默的祝

福！

2009年，由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到電影

發展局和貿易發展局在康城影展合辦的香港電影

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加上香港電台電視部

製作特備節目等，都不斷宣稱當年為香港電影誕

生一百周年。其實早在有關當局有意大搞這些活

動的時候，已就有關影史一百年這個問題，向香

港電影資料館的研究人員查詢過。而一直以來關

於現在宣稱第一部香港電影《偷燒鴨》的製作年

份為1909年，其實這個年份尚待考證。根據同

年年底資料館舉辦「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研討

會」，有研究人士指出，有關 1909年的說法，仍

有待進一步的考證確定。而根據新近發掘出來的

訪問紀錄，當年跟隨美籍俄裔電影人賓杰門布拉

斯基（Benjamin Brodsky）來港的攝影師表示，在

1914年在港曾拍攝過《莊子試妻》及另外多部電

影，其中一部稱為《燒鴨之旅》，相信很有可能

就是《偷燒鴨》，因此有關 1909年拍攝的說法，

仍存在很大的疑問。關心中國早期電影及從事電

影研究的人士，都了解當中的情況。可是，業界

一直都對香港電影誕生一百周年這件「盛事」念

編按： 2009 年香港電影業界大張旗鼓慶祝「港片百年 」，但關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在影史資料的發掘和相關問

題爭論卻乏人聞問。林錦波在《信報 》發表的〈香港影史百年？〉是極少數公開質疑業界和政府整年慶祝活

動的文章。現將該文的修訂版收錄於此，讓讀者了解當時整個「慶生 」活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影史足百年？ 

林錦波

念不忘，某程度上一廂情願地希望在年初的頒獎

禮上大搞活動，一洗香港電影的頹氣。在群情洶

湧及為了爭取更多資源和贊助的情況下，以一百

周年來作宣傳包裝，他們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不可取。對自己行業的

歷史取態如此輕率，這亦反映了香港電影一直以

來缺乏文化承傳和歷史觀念。

可是，政府及香港電台也來「趁熱鬧」，實在有

點「匪夷所思」。香港電影資料館作為香港唯一

專門研究香港電影歷史的政府部門，有關人員早

已提出過，就「誕生一百周年」一事，認為需要

有待考證，現在仍未能確定。政府卻可以漠視一

個如此專業和具有權威性機構的說法，仍然動用

公帑來大搞活動，甚至遠赴康城影展宣傳，把

「誕生一百周年」成為一個官方的認可，如此不

尊重歷史的態度，誤導全球民眾的做法，實在令

不少關心香港電影的人士感到憤慨，亦令一班長

期從事香港電影研究的專業人士感到無奈，打擊

他們一直以來努力不懈，在幾近破碎不堪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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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料中，尋覓香港及華語電影的歷史脈絡。相

信世界其他地區的政府都不會作出如此漠視歷史

考證的舉動。

在此事上，政府應該感到慶幸，有關的研討會

並非在年中舉行，而安排在12月舉辦，不致令

政府及有關官員感到尷尬，媒體亦過了炒作的時

限，令此事沒有在社會上張揚開來，成為針對政

府的媒體大肆批評的機會。到底這是「純屬巧合」

或是香港電影資料館的主事官員「識時務」，避

開敏感時刻呢？就不得而知。

據悉，香港電台在製作有關特備節目《影． 話．

百年》時，亦有向香港電影資料館查詢過，得知

有關考證仍未確定的事實，但還是一意孤行，為

了配合政府的官方論調而作出「調整」，實在有

違港台一貫嚴謹、認真和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及

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態度。而根據其監製張健

華所言，節目並非純粹為了紀念香港電影誕生

一百周年而製作，而是藉此為陷入低潮的影業得

到多些人士的關注為目的，原意跟香港電影金像

獎藉此一洗頹風如出一轍。可是節目沒有就有關

《偷燒鴨》出品年份尚待考證提出補充資料，只

在第二集〈香港之味〉中就此片是否香港出品提

出質疑。

《電影世界》最近有幸訪問了萬維沙先生，他以

前是論日計值的攝影師，如今是一間在香港成立

的華資公司總監，打算拍製本土出品的影畫戲，

只用中國演員、故事和背景。

從許多個角度看，萬維沙先生的故事都是有趣

的，他的好運是到異地工作忽發橫財的典例。

去年（ 1913年）9月，萬維沙先生在紐約正要找

份攝影師工作，有一份差使卻是一般攝影師都不

願做的，因為要遠赴中國。萬氏見薪酬不錯、前

景也看來樂觀，就和妻子、小女兒一同出發去那

怪地方去了。

萬維沙先生身邊的錢很少，只能和家人住在華人

區以便省下足夠金錢回美國。他說和華人共住的

那段日子過得很辛苦：每天工作12到16小時建

立和運營一間沖印室，並訓練中國助手。

八個月的辛苦工作弄致筋疲力盡、身心俱創。不

潔淨的中國食物令他瘦了20磅，家人也受到影

響。此時他已儲夠了錢，便辭職回國。就在他回

美前一晚，一群華人富商來到他的住所懇談，委

電影在中國的狀況—

去中國低薪工作、回時已是總監的旅客奇遇

曉治賀夫曼

中譯：羅卡

以重任請他考慮留在中國。商談有結果，立即在

附近成立了一家南華影片製造公司。翌日，萬維

沙就帶着幾千美元回美國去購置必要的器材，回

來建立香港首間一流的沖印室和製片廠。這些華

人對萬維沙的無比信任，他認為是由於他在日常

工作接觸中對華人保持一般的小禮節。

萬維沙先生說：「中國人很欣賞小處的禮節。我

工作的公司既不可靠又壓榨人，在影片發行上輕

蔑地對待華人放映商，迫人就範。就說我的部份

吧，起初說一切俱備到頭來甚麼也沒有，要我從

頭建立沖印室、廠房，找演員。

「我過海到港島郊區去探訪業餘劇團的一群成員，

勸說他們在影機前搬演他們的一些舞台劇。薪酬

低得離譜，我跟你說主角月薪才22美元、次主

角11.25美元你就明白。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都是

商人之子，有些更是富家子。他們都有好教養，

幾乎都能說流利英語，其中一些更是好演員；我

們相處的日子很愉快。

「我們首先拍的一齣本地戲劇叫做《莊周的名譽

被毁》（The Defamation of Choung Chow，即《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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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妻》），在我的經驗指導下片子拍得不錯，公

映成績出奇地美滿；上映了一個月晚晚滿座，是

唯一收歐西票價而能天天續映下去的影片。能這

般大受歡迎因為這全然是部中國影片。消息如野

火般傳開去，清楚表明搞中國劇情片於此時此地

大有可為。

「在我留港期間我們再拍了另外的三部。它們是

《瓦盆伸冤》（The Haunted Pot）、《艇家的夢想》

（The Sanpan Man’s Dream）和《偷燒鴨》（The Trip 

of the Roast Duck），後者是簡單的『追逐』影片。

所有這些影片在本地戲院公映都造成哄動，它們

的顯赫成績引起我們一些孩子的父親的注意，但

我毫無得益，孩子們亦所得無幾，所以我決定辭

職回家去了。就在那時我發覺已獲得這些孩子和

他們父親的信任，因此立刻組成了南華影片製造

公司。

「如今，我就要回去主持這公司熱誠地製作電影。

我對中國人的意見比最初好了許多。我發覺只要

公正對待，和他們生意很好辦，他們是世上最公

道、最規矩的。從不會不履行合約，不想履行的

也絕不會輕易同意。我又發覺他們都很聰明，男

生女生、大大小小都是好幫手。我們的公司不僅

製作影片，還要開辦院線上映自製的影片。雖然

沒有明文禁止，但中國的女子從來不出演。因

此，我覺得還是用男扮女演出較好，但毫無疑問

女子也有演戲才能。起初對鏡頭時有點怕羞、常

會失笑，但他們的面部表情好，只要加點耐性就

能帶引出來。

「香港的戲院分兩種等級，或者應說是分兩種等

級的觀眾。第一種放映是給歐西人看的夜場，票

價由1角到1元半。之後，同一節目為本地華人

放映，票價只收5分到1角。華人看不明白我們

的社會劇，但喜歡諧片和牛仔片。

「香港島的水源自山泉，清涼又潔淨，最適合用

於沖洗影片。」

萬維沙先生對他的新事業滿懷熱心，等着回中國

去大幹一番。他讓我們讀一些由孩子們寄給他的

信。大多是用良好英文打字寫成，信中表達了他

們對總監的親切問候，並懇請他早日歸來。

http://archive.org/stream/movingpicturewor21newy#page/576/mode/2up

Moving Picture World 訪問原文現時亦收錄於網上公共資料館 Internet Archive，讀者可自行參閱。

特

寫

電影與詩人

鄭政恆

也斯

《也斯影評集》收錄也斯（梁秉鈞）

自六十年代以來撰寫的過百篇電影

評論，分為歐美、亞洲、香港三

章，收錄他在不同報刊和專欄撰寫

的影評文章，當中的電影有大師經

典，也有當年新片。

我曾看舊報紙的微型菲林，發掘

也斯早年的影評，最早一篇大概

是 1967 年的〈 電影漫談 〉（ 也斯

當年十八歲 ），談史萊辛加（ John 
Sch les inger ）和 布 紐 爾（ Lu is 
Bunuel ）的電影，而最後一篇是

寫於 2012 年底的〈《 少年 Pi 的奇

幻漂流 》〉，前後四十五年。其中

有兩篇我特別欣賞，首先是〈 幾對

梧桐憶鳳凰─談安東尼奧尼的

新片 〉，當年的新片《 無限春光在

險峰 》（ Zabriskie Point，1970 ），

今時今日已成為經典，電影關於美

國學生運動時期，片名之句改自

毛主席的七絕《 為李進同志題所攝

廬山仙人洞照風光 》，將「 風光 」

改為「 春光 」，且對應安東尼奧

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之

前的名作《 春光乍洩 》（ Blow-Up，

1966 ），影評的題目取自李商隱的

七絕《 丹丘 》，意在點明：「 人為

的努力到頭來都是虛空，正如夜

霜溶於朝陽之下，但人還沒有放

棄他本身的努力，這過程便是一

個不息的循環。樂園是虛無飄渺，

人卻不放過任何暗示的端倪，從

現實的梧桐上懷憶神話中棲止於梧

桐上的鳳凰。追尋的結果是空虛，

但仍然沒有停止追尋，這過程也是

一個循環。」

也斯的影評不單令我放眼再看當

下的香港，當年發生的，今日會

回來，也令我想起另一篇我特別

欣賞的影評─〈 意大利電影的人

文關懷 〉。也斯和我都喜歡安東尼

奧尼和意大利電影，記得 2012 年

10 月，著名阿拉伯世界詩人阿多

尼斯（ Adonis ）來港，北島和廖偉

棠邀請了也斯、陳寧和我等人見

面。回程時，政府總部外有「 DBC
復播運動 」公眾集會，也斯和我

沿天橋去的士站，一邊談到 9 月的

意大利電影週和《 四時之樂：人．

羊 ．樹 ．煤 》（ The Four Times，

2010 ），幸好他的評論已寫下來，

也收錄在《 也斯影評集 》，在他眼

中還有生滅循環，輪迴不絕的視

野。

其實，也斯除了寫影評，也寫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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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關於電影的詩。也斯早年的詩作

如〈 去年在馬倫伯 〉、〈 八又二分

一 〉、〈回來吧，非洲 〉、〈樹之槍

枝 〉寫 於 1963 及 64 年 ，分 別 取

材自亞倫雷奈（ Alain Resnais ）、

費 里 尼（ Federico Fell ini ）的 名

作 ，以 及 美 國 地 下 電 影 ，Lionel 
Rogos in 的 Come Back ,  A f r i ca

（ 1959 ）和 Jonas Mekas 的 Guns 
of the Trees（ 1961 ）。後 來 ，也

斯寫了〈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

〈 在華沙電影院重看《 兩生花 》〉、

〈 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

影 〉等詩作，透過電影與詩的對

話，去理解生活。

《 也斯影評集 》以也斯所寫的詩

〈 東京物語 〉開卷，這首詩原刊

1981 年元旦出版的《 大拇指 》第

128 期，同期也斯發表了三首詩，

〈一個尋常的雨天─（變奏 ）〉關

於 文 學 ，〈 聽 John Cage 音 樂 會

回來的路上 〉關於音樂；〈 東京物

語 〉關於電影。〈 東京物語 〉收錄

於 2014 年出版的《也斯卷》及《梁

秉鈞五十年詩選 》，是詩人的重要

作品。

〈 東京物語 〉自由的形式令人想起

費靈格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 ）
的詩作，也斯曾經在〈形象香港：

與梁秉鈞對談 〉中說：「 小津安二

郎《 東京物語 》（ 1953 ）結尾的一

組鏡頭流露對人生憂苦的撫慰，令

我嚮往，令我想起文藝可以是更闊

的東西。」

我們可以翻閱也斯八十年代末在

《 大公報．文學事記 》專欄（ 至

1989 年專欄結束 ）寫的〈 小津的

框架 〉和〈 孤獨和溫暖 〉，以及千

禧年後在《 明報 》寫的〈 尋找他

鄉〉和〈小津的滋味〉，相互比照，

八十年代時也斯看重人性的限制和

可能，2003 年後就有更多生活細

節的觀察。

邱剛健補遺

羅卡主編的《 美與狂─邱剛健

的戲劇．詩．電影 》一書，厚近

五百頁，資料豐富，分析文章不

少。我應卡叔所約，寫了〈 詩與

時代 〉一文，後來收到樣書，才

知道紀念文集不單收錄評論和緬懷

文章，更有邱剛健早年作品精選，

劇作《 我父之家 》和《 先知 》、小

說《拒絕 》，更有詩作二十四首。

以下抄錄〈 有人在天花板上做愛 〉

一詩，原刊《 70 年代雙周刊 》第

20 期，未見於《 美與狂 》，可作

補遺。這首詩有歌謠的形式，內

容依然是邱剛健特立獨行的情色書

寫，頗富想像力和諧趣。最尾一

節，詩人直接將「 邱剛健先生 」放

入詩中，在另一首詩〈 早上 〉也

有「 邱剛健先生早上起來刷牙 」之

句，雖然少見，但也不是破天荒，

還記得戴望舒翻譯了耶麥（ Francis 
Jammes ）的〈膳廳 〉，就有「 ─

你好嗎，耶麥先生？」的問句，戴

望舒自己的詩作，也有「 當浮雲帶

着恐嚇的口氣來說：秋天要來了，

望舒先生！」的呼喚。從耶麥詩中

訪客的問句，到戴望舒詩中浮雲的

說話，到邱剛健的個人經驗和想

像，詩人的名稱在詩作中，各有

效果：

有人在天花板上做愛

誰上誰下

你要到天花板上去看

有人在冰箱裏做愛

誰捱不住凍

請他快出來

有人在湯裏做愛

誰鹹誰淡

嚐嚐就知道

有人在唱片上做愛

誰叫最大聲

窗外的人都聽到

有人在燈泡裏做愛

誰亮誰暗

打開開關看看

有人在電話裏做愛

誰講得最久

遲早要掛斷

有人在電視上做愛

誰做最好看

都要給關掉

有人在空中做愛

誰輕誰重

都要掉下來

有人在風裏做愛

誰招涼感冒

讓媽媽知道

有人在馬路上做愛

誰違犯規則

交通警察會罰款

有人在戰場做愛

誰生誰死

找活的人算算

邱剛健先生在抽水馬桶裏做愛

他給沖下去

一輩子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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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寫

香港電影被湮沒的前生

小偉

去年英國百代公司把多年來拍攝

的新聞短片放上 YOUTUBE，大批

歷史影像重見天日，其中有一段

1938 年拍攝的香港新聞引起朋友

的注意。那是講香港各界舉辦時裝

展籌款抗日的新聞，片首是當時的

新星陳雲裳的片段，青春少艾的她

笑容可掬。這段時間，應該是她往

上海拍攝《 木蘭從軍 》（ 1939 ）的

前後。不知道，這是否又是電影公

司老闆張善琨安排的宣傳奇招？

說起張善琨，以及他投資的《 木

蘭從軍 》，可算影史上的一段傳

奇。當時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

陷，只餘下英美法等國的租界日軍

未能染指，大量中國難民湧進這個

被稱為「 孤島 」的區域，其中包括

上海的電影人。他們在這裏繼續拍

攝電影，但內外環境限制和資源的

短缺，讓電影人陷入空前的競爭之

中。當時最熱門的電影類型是古裝

片，尤其是陳雲裳主演的《 木蘭從

軍 》更是大收旺場。有趣的是，甚

至連日本人都對這部電影感興趣，

把這片發行到淪陷區以至日本。這

部以古喻今，明顯有反抗侵略色彩

的電影可以在日本人治下上映，連

當時身在中國的西方人都感到不可

思議。

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日本影人

川喜多長政和張善琨合作的開始。

川喜多長政，也就是我們看日本舊

片時常會在片頭見到的 Kawakita 
基金的創辦人。他和李香蘭一樣講

得一口順利的國語，亦是著名的電

影發行商。當時他應日本軍方邀請

來中國開辦電影公司，推動文化侵

略。但結果他不理軍方反對，執

意要發行《 木蘭從軍 》，以及卡通

片《 鐵扇公主 》（ 1941 ）這類有抗

日喻意的電影，更放任中國影人拍

攝風花雪月的電影，消極抵制日

本軍方的政策。當太平洋戰爭爆

發，日軍接管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的

租界後，「 孤島 」的十二家電影公

司被合併成中華聯合製片公司，簡

稱「 中聯 」。之後，「 中聯 」又改

組、合併成為集製片、發行、放

映於一身的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

限公司，是為「 華影 」。「 中聯 」

「 華影 」由川喜多長政和張善琨兩

人主理，在三年多的時間內拍攝了

一百五十多部作品，著名的包括李

香蘭、陳雲裳參演的《 萬世流芳 》

（ 1942 ）、卜萬蒼導演的《紅樓夢 》

（ 1944 ）、馬徐維邦導演的《 秋海

棠 》（ 1943 ），以至觀眾在李安電

影《 色｜戒 》（ 2007 ）中驚鴻一瞥

的雜錦大片《 博愛 》（ 1936 ）等。

參與這間公司的影人，有朱石麟、

岳楓、馬徐維邦、方沛霖、卜萬

蒼 等 導 演 ，以 及 周 璇 、陳 雲 裳 、

李麗華、白光、嚴俊、舒適等等

演員，可說是集中了當時上海多數

的影人。而在戰後，因為與日本人

合作，這些上海影人或多或少面臨

附逆的指控，於是在四十年代末，

這些人紛紛來到香港落地生根。為

五、六十年代香港國語片的輝煌打

下根基。

因為有「 漢奸電影 」的污名，「 中

聯 」「 華影 」的電影極難有機會放

映，但從有限的觀影機會，都可

以發現這個時期的電影創作十分精

良，而且是朱石麟、岳楓等電影大

師確立自己風格的重要時期。而關

於當時張善琨是否真的受重慶當局

指示，表面上和日本人合作，其實

是抵制日本宣傳意圖的無間道？這

個歷史謎團也令人好奇。香港中華

書局的《 湮沒的悲歡─「 中聯 」

「華影 」初探 》應是戰後七十年來，

唯一一本專論這間片廠始末的中文

專著。除了分別從川喜多長政、張

善琨以至其他當事人的角度講述這

段被湮沒的歷史外，幾位作者還從

作品分析的角度，探討當時的重要

作品以至幾位重要導演的成就。有

趣的是，幾位導演在香港拍片的時

期，都有重拍其「 華影 」舊作的例

子，像香港電影資料館剛剛放映的

《 為誰辛苦為誰忙 》（ 1963 ），就

是岳楓導演四十年代同名舊作的重

拍。認識這段歷史，除了補白中

國電影史，也是認識香港電影的前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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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導演大全（1979-2013） 》出版了

黃國兆

大概是兩年前的夏天，著名電影美

術指導兼導演區丁平，同時也是相

識三十年的老朋友，打電話來問我

有沒有空為《 香港電影導演大全 》

出任總編輯。那時，他已答應為這

書負責美術總監的工作，但有鑑於

這個出版計劃的進度比預期慢，遂

向負責編印此書的香港電影導演會

進言，邀請本人拔刀相助。

老實說，我這把刀其實也不太鋒

利。我看電影的興趣主要在外國

片，而且精挑細揀。香港電影我只

看有往績的大導演、我個人認識的

導演，或有潛質的新導演，甚至出

於好奇心，有時也會看賣座冠軍的

港產片，但往往是失望的居多。過

去數十年，由於我只想看我關注的

一些香港導演，難免看不到其他導

演的存在，以至他們或多或少的貢

獻。

對我來說，這次擔任《 香港電影導

演大全 》的編輯工作，也是一次寶

貴的學習過程。在這之前，我完

全沒有想過，由 1979 年起，迄今

有過電影作品面世的香港導演，竟

有六百多人。雖然坊間已經有許多

現成的資料，但要確認資料的準

確性，以至核實電影導演們的「 真

身 」，原來已經是極繁瑣而耗費時

間的事情。

無論是影片上的資料，海報上的資

料，書本上的資料，都有機會是錯

的，要核實誰對誰錯，就頗費周

章。有些導演的名字，原來是化

名，馮京原來就是馬凉；也有些是

假名、藝名，例如東島長眉、石

村二郎。至於一些無法確認身份，

或一直無法找到更多資料的導演

（ 名字 ），我們只好放在書後的附

錄。

本書選取了 1979 年作為介紹的起

點，皆因那是香港新浪潮電影湧

現的一年，許鞍華、徐克、嚴浩、

方育平、譚家明、章國明、劉成

漢、翁維銓、卓伯棠、舒琪等等，

都 在 1979 至 1981 年 間 ，拍 攝 了

他們的第一齣電影作品。1979 年，

我從法國修讀完電影回港，並擔任

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策劃，因

而見證了香港新浪潮電影的風起雲

湧。

香港電影導演會有會員近三百人，

基本上都可以聯絡得上；但其餘接

近四百位不在名冊上的導演，真

要聯繫起來，亦殊非易事。畢竟，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日子裏面，香港

電影盛極而衰，不少有才華、有經

驗 、有抱負的導演，或被迫轉行，

或轉戰大中華的電視圈，或靜待

時機，或移民外國。也因此，要

一一重新聯繫這批電影導演，實在

頗費工夫。有些不太有名的導演，

移居異域之後，是生是死，也成疑

問。 

我因為編纂本書而深切體會，某些

香港導演的困境和落寞。有頗多資

深導演，經過近一年的多方探索、

多番尋訪都未聯絡得上。有些導演

拒絕「 落名 」，有些導演拒絕「 落

相 」，有些導演不肯承認拍過某些

影片，亦有導演不願作「 話當年 」

的宮女。六百多位導演當中，除去

已逝世的約一百人，餘下尚有五百

多人，香港近年製作的影片每年只

得四、五十部，即每年有工開的

導演只得約十分一，其餘約有一、

二百人在大陸拍電視劇集或電影。

本書比一般資料性的電影工具書更

有可讀性的地方，是盡量讓每位導

演說出他們的「 導演的話 」。有些

導演很認真，說起上來特別動聽，

內容要不發人深省，就是富有啟發

性的經驗之談。雖然我們一早聲明

以二百字為限，有的導演仍然洋洋

灑灑地寫了一千字，要勞煩我們動

手删剪，有些導演寥寥數語，甚至

有位導演竟是「 一字真言 」！當然

也有些大導演太忙，懶於動筆，我

們唯有割愛。

本書所列的導演小傳、作品年表、

導演的話，我們都盡可能讓導演本

人過目，務令資料的準確性有所保

證。然而，也有導演不想披露其出

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以至不想承

認某某影片為其導演作品等情況出

現。在尊重導演意願的大前提下，

無可避免地影響了資料的準確性。

由於本書是着重資料性，因此在撰

寫的過程比較側重客觀事實，譬如

甚麽作品拿過甚麽獎等等，而盡量

避免主觀的批評和評價。在這方

面，我們認為編輯部拿揑得算是比

較恰當。

本書的另一賣點是中英對照，雖然

英文部份不一定是中文的準確和忠

實翻譯，但大體上是極具實用和參

考價值的文本。本書的圖文並茂，

也突破了一般辭典式出版物的刻板

和乏味。而正因為中英對照，需要

較多篇幅，本書要分成兩冊出版，

每冊厚達四百多頁。

鑑於本書的出版是由電影發展基金

資助，並由特區政府的「 創意香

港 」支持，故此不作公開發售，只

供導演會會員、電影業界和有關學

術機構收藏。本書出版後不久，免

費查閱的網上版亦會相繼推出。據

知網上版將會定時更新內容，而本

書內容上無可避免的錯漏，因而亦

有改正的機會。希望各同業先進不

吝指出錯漏謬誤之處，讓網上版得

以精益求精。

最後，非常感謝編輯部同寅，包括

執行編輯陳柏生和張佩華、英文編

輯何思穎、美術編輯譚應龍、助理

編輯兼統籌黃駿，他們一年多以來

的全情投入，令本書得以順利完成

出版。也感謝香港電影導演會的會

長和理事們，讓我參加了這麽饒有

意義的工作。

（ 原文刊於 2014 年 8 月出版的《 城

市文藝 》雙月刊第七十二期，略作

删節。）

行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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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日子—李香蘭：我的半

生》裏相當一致：「雖然經過

對漢奸的審判，判我無罪；但

是，這種罪惡感和戰前我所演

的一部份電影，戰後一直沉重

地壓在我的心上。《李香蘭：

我的半生》完成以後，這塊心

病好像去掉了不少。」

左三年，右三年，李香蘭這場

漢奸審判，已是超過半世紀以

前的事了，回頭再看，倒像

一霎間。日本戰敗後，華影的

日本人如川喜多長政等都進了

虹口區的日僑收容所，那收容

所在興業坊，李香蘭就是在那

裏等待審判的結果，跟川喜多

住同一個宅院。當年的興業坊

是一家企業的職員宿舍，座落

山陰路165弄，在日本人聚居

的虹口區內。寫作此文時，碰

巧我人在上海，昨天便跑了去

看，發現興業坊斜對面竟然就

是魯迅去世前居住了三年的大

陸新邨，不遠處還有瞿秋白小

住過的寓所。走進興業坊，裏

面長長兩排三層高的小樓房，

一家挨着一家，很緊湊，每家

門前都有一個狹小的院子，矮

矮的圍牆，同樣矮矮的木門，

明顯的東洋風。在冬日和煦的

陽光下，腥風血雨的歷史陰影

似乎已隱退，但不少居民家門

前都擺放了盆栽，比起上海其

他民居，總覺多了那麼幾分和

風。人在那兩排小樓前碎步漫

行，不免想像着當年的李香蘭。

1945年的12月，報紙上謠言四

起，有的還言之鑿鑿，說「文

化漢奸李香蘭，將於12月8日

午後三時在上海國際賽馬場槍

決。」其父山口文雄把這報道剪

存下來，一旦她真的從此沒消

息，就把這個日子當作她的忌

辰。我奇怪，她父親到底是怎

麼樣的一個日本人呢？據李香

蘭的憶述，她的祖父是士族出

身的漢學家，其父深受影響，

學習中文，1906年到了嚮往已

久的中國，在滿鐵（南滿洲鐵

道株式會社）教職員中文，好

像還當過撫順縣的顧問，跟

兩個以親日著名的中國官商李

際春和潘毓桂很有交情，後來

讓女兒認他倆為義父，同時取

了李香蘭和潘淑華兩個中文名

字。這兩個義父戰後被判漢奸

罪，結果都不得善終。

1934年，山口文雄讓李香蘭從

奉天坐火車到北京讀中學，準

備寄居在潘毓桂家，他安排她

坐硬席車廂，這是只有中國人

李香蘭三個多月前去世，享年

九十四。記得孩提時期，母

親愛聽收音機，童年的午後

光景，不是時代曲就是上海越

劇，我有一句沒一句的聽着，

李香蘭的〈三年〉就在不知不

覺之間溶進了身體的血液裡 —

想得我腸兒寸斷 ，

望得我眼兒欲穿

好容易望得了你回來 ，

算算已三年

左三年 ，右三年 ，

這一生見面有幾天

橫三年 ，豎三年 ，

還不如不見面

小孩也想呀望呀，卻只盼那暑

假快快到來，不用每天清早起

床，上那讓人懨懨欲睡的課。

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那是

1958年《一夜風流》的插曲；

五十年代李香蘭替邵氏拍過好

幾部電影，這是其一，可惜

已沒機會看得到。倒是在1991

年的深秋，有緣見到戰後恢復

了日本原名的山口淑子。那時

候，我在香港國際電影節負責

亞洲電影節目的策劃，有意

搞一個李香蘭回顧。其時她仍

活躍政界，我在日本朋友的引

薦下拜訪了她，她雖已七十二

歲，但聲音嬌美如昔，說得一

口流暢溫婉的京片子，還送了

「私の鶯」和「夜霧の馬車」

兩張李香蘭專輯給我作見面

禮。我將構思告訴她，希望能

選映她不同歷史階段的作品，

包括滿映時期那些推行「五族

協和」、「日滿親善」的國策

電影。日本的電影公司對戰時

題材仍很忌諱，幸而她大方支

持，並幫忙解決版權問題。在

一個晚上的交談中，她對過去

歷史的態度，跟其自傳《在中

歷史舞台的名角
黃愛玲

才乘坐的，當時的外國人都坐

軟席。李香蘭當時中文還說得

不地道，在車上不敢開口說

話，到了山海關，火車便從

「滿洲國」進入「中華民國」

境，遇到警察檢查，她惶恐

得躲進了廁所。在中日關係那

麼緊張的時候，山口文雄為甚

麼這樣堅決，要年方十四的女

兒「以後要開始作為中國人」

呢？我不是歷史學家，沒作過

這方面的研究，但作為一個尋

常人家的女兒，一直覺得這難

以明白，直到近日重閱李香蘭

的傳記，翻到附錄〈和「李香

蘭」分手後〉， 在裏頭讀到她

談回國後跟父親的恩怨，才惘

惘然找到點頭緒。根據李香蘭

的描述，其父雖然偶爾口出大

言，但胸襟開闊性格樂觀，戰

後回國，卻性情大變，愈來愈

誇大妄想，總想一步登天，終

至負債累累，甚至把李香蘭的

一所房子也抵押掉。事過情遷

之後，李香蘭寫道：「父親年

輕時就被中國迷着，學了中文

到中國留學。時代環境把他青

年時代對中國的純真的熱情逐

漸地弄成夢想一攫千金的大陸

浪人的野心。」然而，這當中

是否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呢？也

許，山口文雄自始便是一名大

陸浪人，只是一直隱藏在一身

斯文裏面，戰敗的現實，把那

體面的外衣剝掉，剩下一副本

來齷齪的皮囊。不由得想起，

李香蘭在北京求學時，父親委

託愛澤和山家亨經常照顧她，

這兩個日本男子都是情報系統

的人，山口文雄在奉天時已跟

兩人相往還，而李香蘭先在奉

天廣播電台擔任過「滿洲新歌

曲」的歌手，到了1938年，她

進滿映拍日本國策電影，也是

由山家亨一手牽引。這裏面的

種種，未免耐人尋味。

李香蘭和川島芳子這兩個名

字，坊間總愛放在一起談論。

命運使然，她倆的父親都將女

兒交託給別人調教─ 一個是

日本人認了中國人為義父；一

個是中國人認了日本浪人為義

父。在歷史的滔滔洪流裏，川

島芳子以悲劇終結，李香蘭則

存活了下來，她像一個跨欄運

動員，越過一個又一個高欄，

從中國到日本，從銀幕到舞

台，從演藝到政壇，不是沒有

失手的時候，但每次摔倒了都

沒有驚惶失措，而是穩穩地重

新站起來，踏出另一種台步，

唱出另一段戲文，演得都漂

亮。李香蘭比她的父親強，成

了歷史舞台上的名角。

悼
李
香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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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影意志主辦的香港獨立電影節，其中「獨立焦點：趙德胤」環節選映了台灣導演趙德胤的三部長片

及三部短片，並邀得導演來港出席映後討論。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是此環節的合作單位，除了為節目

撰寫了影片介紹和導賞文章外，更特地跟趙德胤及《冰毒》（2014）男女主角王興洪、吳可熙進行

了一次專訪，讓他們三位親身講述創作及拍攝經過。

趙德胤是生於緬甸的華裔導演，十六歲到台灣念書，憑大學畢業短片《白鴿》（2006）入選多個影

展，2009 年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監製下完成短片《華新街記事》。2011 年開

始，他以極低成本完成了「歸鄉三部曲」，遠赴緬甸取景，以游擊方式拍攝，找來親友擔綱演出，

其中《冰毒》入圍競逐金馬獎最佳導演，並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在限制下表現我們對電影的想法─

趙德胤、王興洪、吳可熙專訪

日期：20/12/2014

訪問及整理：陳志華、張偉雄、鄭超卓

紀錄：彭嘉林、鄭超卓 趙：趙德胤

吳：吳可熙

王：王興洪

問：趙德胤導演，你在金馬電影學院拍攝的《華

新街紀事 》描述緬甸華僑在台灣的生活，跟你其

他電影比較，它的音樂多一點，喜劇的感覺也重

一點，會不會是因為有其他同學的參與，製作規

模不同了？

趙：這也會有影響。我覺得這個電影很好玩。我

之前拍《 摩托車伕 》（ 2008），是我第一次回到

緬甸，因為離家十年後第一次回去，去到那個環

境就很直接地拍，某程度上是對土地的感覺，整

個大環境給我直接的感覺，加上是自己一個人創

作，會有一些樸實感，有些東西蠻老實的。《華

新街紀事 》是我第一次跟那麼大的製作團隊，

五十幾個人一起去拍，我就不太敢直覺地去拍。

問：有沒有哪些電影作品或者導演對你影響比較

大？

趙：我拍大學畢業作品《白鴿 》時，覺得自己不

是學電影的，應該要看很多電影，所以就去借了

很多DVD來看。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我到現
左起：趙德胤（導演 ）、吳可熙（女主角 ）、林聖文（剪接 ）、王興洪（男主角 ）、周財昌（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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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想學習像伯格曼（ Ingmar Bergman）那樣，

有自己的小團隊。而這幾部在緬甸拍的片，都是

學了侯孝賢導演的一些方法。在金馬電影學院拍

《華新街紀事 》的時候，我被他選為編劇和導演，

他真的跟我見面非常多次，跟我講他們以前怎樣

拍電影，演員不會演的時候怎麼做，在一個地

方偷拍要怎麼拍，有的演員太會演要怎樣令他自

然。我不敢說被影響，都是偷學了他的一些技巧。

問：看你「歸鄉三部曲 」的三部長片，常想起伊

朗電影的風格，就是紀錄片成份比較多，是紀錄

片跟劇情片結合的風格，伊朗電影的風格和美學

是不是對你也有一定影響？

趙： 我只有看過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Abbas 
Kiarostami）的《 櫻桃的滋味 》（Taste of Cherry，
1997 ）、《 踏 破 鐵 鞋 無 覓 處 》（ 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1987），和他後來比較新的，還

有帕納希（Jafar Panahi）的，大概我就只看過這

五六部。我也去想，我們拍電影的方式跟他們一

樣，在緬甸拍電影也是偷拍。我覺得比較像是因

為我們有的限制比較一樣，都是用素人演員，在

大環境下都不能百分之百去控制，只能用某些直

覺的偷拍方式，把主角放到大環境裏，自然去互

動，我們再把它捕捉下來，所以很像紀錄片，但

又有戲劇在裏面。

問：《 歸來的人 》（ 2011）的影片介紹說因為當

時緬甸開始選舉，昂山素姬軟禁獲釋，你想表

達這個轉變中的緬甸，我們看到裏面比較多的是

你家鄉臘戌的轉變。你覺得有拍到你想拍的緬甸

嗎？拍攝的時候有甚麼困難？

趙：當時因為緬甸要選舉了，我的很多朋友，在

國外的，都想回去發展，畢竟在國外都比較像是

異鄉人。在電影裏，我盡量安排一些東西呈現改

變中的緬甸，其中一個場景在搾油廠，以前比較

有錢的人才經營榨油廠，現在可能中產階級就能

經營了，再來就是一些電器用品，那些東西都反

映經濟上的改變。但因為偷拍，很多都是自己村

子裏的場景，所以只能透過外在的聲音，譬如廣

播，去透露這個國家正在改變。再來是透過人的

處境，年輕人覺得緬甸改變了，但是想要離開，

在外的人卻想要回去，直到現在，緬甸人都有這

種不安定感，想要離開，又覺得留下來比較好，

很多在外的人回去以後又覺得自己跟那個地方格

格不入。《歸來的人 》想要呈現人離開一個地方

再回去的疏離感，跟這種大時空背景下的改變。

本來我寫的故事，跟現在看到的不太一樣，本來

是戲劇性一點，寫主角因為工人朋友墜樓死了，

帶着這朋友賠償到的錢回到緬甸，把它私吞了之

後，去買了一塊翡翠，然後又被人騙了，被人報

復，毒打了一頓，是更冷一點，更殘酷一點的

電影。但是我在台灣找不到資金，所以把規模變

小了。我們是兩三個人就回去拍。偷拍一直是我

們在緬甸拍電影的最大限制，我們本來有安排較

大的場面，但沒有出現在電影裏，那是我們安排

四、五十個年輕人一起打架，但打到一半，警察

來了，所以大家趕快散去。我們是在很大的限制

下，用非常少的時間和資源，去表現我們對電影

的一些想法，《 歸來的人 》是這樣，《 冰毒 》也

是。

問：你的多部電影都由王興洪主演，這跟蔡明亮

拍李康生有點相似，你是不是想透過他，創作一

個角色出來？

趙：我覺得這也是緣份，興洪當初念台大，就在

我的學校旁邊，所以我拍比賽的短片，為了賺點

獎金，或者拍畢業作，都請他來，幫忙做類似執

行製片（ line producer），去買便當、租車等等。

拍《白鴿 》時我叫他來演出一下，覺得他蠻自然

的，於是就用了。之後他其實想擔任製片，但因

為我們比較熟悉，再來就是沒有太大的資源去花

時間找新的演員，習慣了就繼續用了。我還是希

望在不同的故事去用不同的人，但是我拍電影到

現在又有另外一種想法：如果一群人一直一起創

作是最好的。後來加入吳可熙，她願意去詮釋這

種比較邊緣的，而且被我佔用時間比較久的，所

以大家盡可能都有合作。我覺得我和演員都在一

起學習，我都不敢說怎樣把演員帶到高度，比較

覺得是大家一起走。

問：「歸鄉三部曲 」都有三妹這角色，在《窮人。

榴槤。麻藥。偷渡客 》（2012）和《冰毒 》裏都

由吳可熙飾演，你是一開始覺得她很適合這角色

才找她演，還是你在可熙身上發掘到三妹性格的

複雜性？三妹是不是代表典型的緬甸女性？

趙：三妹第一次出現是在《 歸來的人 》，是興洪

的妹妹，說她已經被騙到中國去，《冰毒 》的時

候她再回來。這是真人真事。《歸來的人 》飾演

興洪媽媽的演員，跟興洪講他妹妹被騙到中國，

那個媽媽真實的小孩就是被騙到中國去。三妹這

個角色，在緬甸是低下階層，她的遭遇是比較典

型的，她要麼去做幫傭，要麼就是很小就跟別人

私奔了。那種私奔不見得是因為愛情，有些時候

可能只是認識，她就被這個男生騙走。當她知道

遇到壞人，後悔可能已經來不及。也有比較堅強

的，會對大環境反抗。在《歸來的人 》描述的三

妹，比較是認命的，她被騙走了，賣去給一個大

陸的鄉下人，但是她跟她母親講，覺得反正她們

那邊也有房子、種田，所以也滿足了，最主要現

在有小孩，也離不開小孩了，母性就出現了。但

是《冰毒 》的三妹就不太一樣，她更勇敢。

我找吳可熙詮釋三妹這個角色，她以前是劇場演

《冰毒 》 《冰毒 》 《海上皇宮 》 《華新街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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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她的特質跟當下台灣看到的一般演員不太

一樣，她是很都市化，很現代的女生，她是跳

rap、跳hip hop的，卻也願意來演出，融入當地

的生活，因為外在的改變能說服人之後，才會去

討論或慢慢看到她內在的個性到底有沒有三妹這

種東西。我發現這也是有的，即便是在都市裏的

人，她有她要對抗的東西。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兩

方面，外在她有技巧，也願意回歸到這種很自然

的表演，透過田園生活的訓練，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合作。

問：除了可熙以外，蠻多是素人演員，你怎樣去

指導他們演出？

趙： 第一，我比較會花時間跟他們相處變成朋

友，讓他們跟我不是那麼職業上的關係，所以他

們某程度上沒有在表演，他們就是生活在那裏。

我通常會跟他們變很熟，花點時間去瞭解他們，

也讓他們瞭解我的背景、我的狀況。然後就開始

去拍他們，也不一定是電影裏面真的要用的，只

是在聊天，在吃飯，在工作，我就一直拍一直

拍。我拿着攝影機拍，第一次可能不習慣，第

二次就習慣，第三次就不把攝影機放在眼裏了，

去拍他也沒有影響了，接下來我才會講你要演甚

麼，你要怎樣去講這個台詞。但我還是有找比較

專業的、有劇場背景的演員進來，因為電影走到

最後還是需要有些技巧，讓這個演員在限定的時

間內，很快進入狀況。叫素人演員精準地做很難

的表演，不是不行，但相對要花非常大的力氣去

跟他一起把感情挖出來。

問：《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包括四個部

份，你是一開始就把它當成四個片段去處理，還

是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個方向？製作的成本會不會

也高一點？

趙：我到現在為止拍的三部電影，每一部包括後

期製作都不超過兩萬五美金。《歸來的人 》大概

是一萬美金，《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是

一萬五到兩萬美金，《冰毒 》就是兩萬五到三萬

美金。《冰毒 》是七個人去緬甸，所以買機票就

比較貴了。《 歸來的人 》只有三個人，《 窮人。

榴槤。麻藥。偷渡客》加入了吳可熙，是四個人。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是一個在邊境偷

渡去泰國的故事，很多演員都是親戚，我二哥就

演那個導遊，我二嫂演另外一個跟三妹一起的女

孩。《冰毒 》裏面，興洪的姐夫和我自己的姐夫，

也進來演最後抓可熙的警察，我和我大哥也在裏

面演買毒品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是非常「野馬脫韁 」的，都

不在控制內的那種拍法，非常即興，去到那裏就

趕快說服當地的人來參與演出。剛開始不是分成

四個部份的，但是拍到一半，因為事件的前因後

果非常複雜，到底是這個小女孩被騙走之後才發

生這件事情，還是因為毒品，還是因為三妹想要

台灣身份證，我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樣可能

會客觀一點，所以才決定從這四個方向故意把它

的故事線打亂。

問：《 沉默庇護 》這短片是你跟法國的Joana 

Preiss一起拍的，有訪問片段，也有超現實的部

份，真假融合，這個概念是怎麼出來的？

趙：這個案子是康城「導演雙週 」主席邀請我來

參與的，因為對方不太瞭解台北，所以劇本幾乎

都是我寫。拍的時候Joana是演員，我提出來說

她要怎樣來完結這短片，她就想她要念《廣島之

戀 》的對白。其實我的野心很大，想要用十五分

鐘把緬甸的百年歷史講完，交代緬甸一些重大事

件跟政治下的影響，人的離散等。演員口中說的

都是真人真事。其中有一個是真的受訪者，另外

兩個就是興洪和可熙。本來有想過都用真的受訪

者，但真的經歷這個事件的人目前在歐洲，沒有

辦法來演，可能也不想演出這個戲，所以就用了

演員。也因為當時是雙導演的限制，所以我還是

尊重對方，我們拍了四天，Joana拍了非常多素

材，我本來想拍得非常實驗性的，現在她剪接出

來的這個版本對我來說還是太理性了。

問：你說過《冰毒 》是一個愛情故事，可是它並

非用一般愛情故事的方法去拍，你是故意保留這

個曖昧，還是它根本不是一部愛情電影？

趙：我比較會說它也是一個愛情故事，因為緬甸

人的愛情大概就是這樣。你看不到它有多奔放，

也看不到兩個人之間有多親密。他們的結合是因

為命運碰在一起，他們一起做生意，讓他們走得

愈來愈近，這種親密關係，比較是大環境下這

兩個人互相取暖。所以是從命運的角度來看待愛

情，如果兩個人都不是全然自由的人，是生活上

受很大挫折跟痛苦的人，他們的愛情可能就是這

樣。這個女生選這個男生只是因為找他來一起運

毒，他比較懦弱一點，她的主動性就比較強。所

以我讓他們的關係不是那麼明顯的愛情故事。

問：《 冰毒 》男女主角在車站相遇的那一場戲，

難度較高，有很多特寫，比較複雜，你可以談談

這個偷拍的過程和經驗嗎？

趙：那場戲我們大概拍了四五天。我們整部電影

也只拍了九天、十天吧。那個車站非常複雜，裏

面可能有警察，有軍人，有小偷，甚麼都有。

我們的做法是，租用了一家餐廳的頂樓，在頂樓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 《歸來的人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 《歸來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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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觀察，設好攝影機跟收音的天線，然後讓兩個

演員走進車站跟所有真實的人互動，我再安排一

兩個跟他們有對白的人進去。所以它會有很多狀

況，譬如說，女主角除了雲南話之外，緬語和其

他很多緬甸少數民族的語言她可能聽不懂，她對

當地的人來說真的是一個旅客，所有真的摩托車

伕或者司機會來拉她，但她不能跟別人走。可是

如果她不跟別人走，一直在那邊走過來走過去，

NG又重來，就會被人家發現我們在拍電影。警

察來了，我就跟製片去解決，跟他們解釋，說

我們在拍那種風光紀錄片。被發現之後，因為

車站有一個警察局，我們索性移到警察局前面去

拍，不再躲他們。因為你去躲他們，他們就會一

直來，會覺得我們在做壞事。在緬甸要得到拍攝

許可才能夠拍電影，我們沒有，就去跟警察局的

局長說，我們是台灣來的，對緬甸風景有興趣，

要拍些東西，跟他們溝通之後他們也願意協助我

們，所以就叫他們來維護交通，去找很多臨時演

員，叫他們在後面站着演戲，我們有一天是這樣

拍的。最困難的還是演員，因為他們要演戲，又

要擔心自己安全，要照顧自己。這樣偷拍比在

台灣困難多了，在台灣偷拍至少是沒有那麼危險

的。

問：吳可熙，我們剛才跟導演聊到《冰毒 》裏你

跟興洪在車站相遇的那場戲，拍攝時你的心情怎

樣？

吳：那場戲要專心跟放輕鬆去看時機，那邊通常

每天早上五六點會有大量像巴士那種車從仰光過

來，第一次去的時候，那天不知道為甚麼，車子

沒有來。於是我們在現場一直等，到了十點多突

然車子來了，我們就趁這個車潮開始拍。導演則

回到我們租的陽台，我就趕快隨便找一輛空車，

假裝東西丟在車上，上車後再假裝是坐了很久的

車，然後下車。下車後就等興洪來追上我，我們

就講該講的台詞。拍《窮人。榴槤。麻藥。偷渡

客 》之前，我就已經跟趙導演合作過幾部短片，

所以到《冰毒 》的時候，我跟導演還有興洪的默

契已很好，很熟，也比較有經驗了。當時就想

在那個時間點怎麼樣能夠快速、即興地完成那場

戲，不要打草驚蛇。

問：拍攝《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是你

第一次在緬甸演出，跟很多素人演員一起合作，

你怎麼處理呢？

吳：在拍攝前，我在台灣先跟導演和興洪學好他

們的語言，去認識他們在台灣的緬甸朋友。台灣

有一個緬甸人聚居的地方叫華新街，我也花時間

去那邊吃飯、認識朋友。拍《冰毒 》前，我甚至

去那邊打工洗碗。可是到了緬甸，卻發現我跟導

演和興洪學的雲南話並沒有那麼道地，他們當地

人的話很多我都聽不懂，因為音調更重，俚語更

多，所以我需要在僅有時間裏，多跟當地人聊

天，想辦法融入那個地方。我的功課就是去讓那

邊的人熟悉我，讓他們不會怕我，跟我變成朋友。

問：你在《歸來的人 》擔任助理導演，為甚麼當

時導演沒有找你演出？

吳：這部戲在台北也有拍三四天，後來有用到的

就是開頭台北工地的戲。當然我很想參與演出，

可是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後，即使導演和興洪以前

在緬甸長大，面對自己國家這個改變，他們也不

太敢相信，怕回去搞不好會被抓，所以不敢讓我

去。他們畢竟在那邊長大，所以先去探探路。他

們在緬甸一個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幫他們餵魚

和收e-mail。（笑 ）

問：你在《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和《沉

默庇護 》的哭戲都演得很有力，你是怎樣掌握這

個演出的？還有你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你怎麼

去代入緬甸人的心情呢？

吳：《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的哭戲是蠻

複雜和有趣的。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在我就寢

前，導演才突然敲門，說：「可熙你明天有一個

哭戲，晚安。」我覺得那是我至今拍戲以來很誇

張的一部戲，今天碰到誰就拍誰，誰要去那裏

我們就去那裏拍，那個人明天要幹甚麼我們就拍

那個事情。當我知道要拍哭戲的時候，壓力很

大。那應該是我們煞青前最後的一場戲，我已經

在當地生活過一陣子，對那個地方、對他們的遭

遇有一點感觸和感情。我很了解三妹是一個被壓

迫的人，我也回想，雖然我在台灣的生活相對比

較優渥，不用擔心身份證或溫飽的問題，卻又覺

得這十幾年來，在精神層次上，我似乎跟三妹一

樣，一直拿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從很小就知

道我很喜歡表演，可是我覺得整個大環境、我的

際運，都一直沒有機會。以為自己應該去參加綜

藝節目或者拍廣告，就一直覺得跟整個大環境格

格不入。所以我是完全可以理解那種已經做了所

有的努力，但是為甚麼就是沒有的心情。在開拍

前我一個人跑到外面一個空曠的場地，看着緬甸

的天空，回想這一切，拍攝的時候，我就哭了。

而周圍的那些女生，他們很自然很溫暖的給我一

些回應，他們就是那麼可愛的人。我哭了，五娘

就跟着我哭，我看到她哭我又哭得更厲害。這些

是之前訓練過的戲劇性表演技巧，但情感都是真

的。

問：王興洪，你是否跟導演一樣，故鄉都在臘戌

市？所以你也習慣那種緬語加雲南話的語言嗎？

王：我自己就是雲南人，我跟導演幾乎是一樣，

我們小時候在那邊念書，也有同班過。我家走

幾步路就是他家了，我們大概在國中的時候就認

識。

問：我們發現王福安也是你。你在甚麼時候用王

福安這個名字？

王：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製片的時候我用王福

安，演員的時候我用王興洪。王福安是藝名，王

興洪是本名。現在用來用去，電影裏面也搞混

了，所以我把它們合二為一。

問：聽導演說你之後會較多當製片，是因為你覺

得自己比較適合這崗位？你以後還會繼續當演員

嗎？

王：在工作的時間分配上，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在

演員方面。之前跟德胤拍片，我大部份時間還是

在做執行製片（ line producer）。我比較希望是朝

創意製片人（ creative producer）去發展，就是

從劇本開發到整個預算、投資，角色上是整個案

子從頭到尾去製作，希望加強這方面的專業。演

戲的話，我是從早期就演德胤的戲，一直以來也

沒受過甚麼專業訓練，演到現在有一些經驗，每

次都學習多一點。以後我把演戲當作是玩一玩，

不會當作是一種主要職業或以此維生。如果有機

會，對方對我演戲信任，又沒有耽誤到自己的計

劃的話，我才演一演吧。

問：你在《冰毒 》最後一場跑到荒地燒草和跳舞，

是即興演出嗎？有沒有綵排或NG呢？

王：有呀，第一個 take演得很誇張，導演就說不

行了。所以之後演了好幾次。跟德胤合作演戲，

他會給你發揮空間，也會給你做一些修正。

問：你剛才說之後比較專注在製作，你現在主要

的案子是跟導演合作，還是你會主動找其他的導

演合作？

王：我現在想回去緬甸，找一些當地的新導演合

作。德胤的下一個案子是在泰國拍的，拍攝時我

應該也會過去，只是我接下來會比較花多一點時

間在緬甸。現在交通比較方便，進出也沒甚麼問

題，不像以前我們來台灣好像要去另一個世界，

抱着一去不成功就不回、甚麼時候回家都不知道

的心態，那時也很難回去吧。所以如果我在緬甸

需要他幫忙，就請他過去，他那邊需要我的話，

我就過來。

（此乃節錄版本，全文見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