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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成為香港政治與藝術與社會與文化交錯的一件事。當初沒有人敢說模棱兩可的好奇心

和歸屬感匯聚一起，會戰勝佔領後犬儒、落寞的情緒，沉默、零散的抗力八方浮現，愈壓迫愈贏掌聲，人為加

上天意合寫出《十年》事件簿。這股旋風還未停，日本觀眾最近也能在指定影院看到這齣締造小奇蹟的香港獨

立電影。

前一陣子台灣著名編劇小野出席香港獨立電影節的講堂，說看《十年》時的新鮮感、激動心情，讓他聯想起台

灣新電影發跡時的《光陰的故事》（1982）及《兒子的大玩偶》（1983），崔允信打趣附和，那麼，我們香

港新一代拍的《海灘的一天》（1983）、《童年往事》（1985）、《超級市民》（1985）將於未來幾年間

出現耶。戲言歸戲言，《十年》確實在佔領運動結束幾個月後即替香港電影打造第一個明顯的生態，「後雨

傘電影」不再只是恬靜的風景觀望，而是當下立刻蜂擁台前切實的實踐。年輕電影工作者必然鼓動起來蠢蠢欲

試，尋找及製造機會，為自我、為時代發聲。根據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統計，2016年有24個新導演
1
拍出長片

首作或次作，這個電影新形勢容或只是量變現象，《HKinema》確實是帶着急不及待的心情，成立專題討論，

想及時為電影新人伴航，見證時代發展。

譚以諾的〈後空間抗爭電影與後雨傘電影──2010年後香港電影影像的一點觀察〉先在檢視空間上作規範及鞏

固，強調佔領前脈絡思考與閱讀的重要性，許雅舒的《風景》（2016）有總結過去十年抗爭的意義。而我的

〈從未如此佔領過……〉則指出佔領是一個時代集體性情，廣泛在新一代導演作品中取捨或發揮。必然期待的

是紀錄片，攝錄機一直在佔領區不離不棄，兩年時間的等待，出現多部長片，其中《亂世備忘》（2016）算

得上是承繼《十年》餘威，以地區放映廣泛爭取觀眾，並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我們邀請了《幾乎是，革

命》（2015）的郭達俊、《亂世備忘》的陳梓桓、《傘‧聚》（2015）其中一個作者	 Sam	 Tsang、《義載2》

（2016）的廖潔雯，和《未竟之路》（2016）的林子穎和黃頌朗，一起暢談他們在現場所見所想，處理作品

時遇到種種難題和抉擇，以及自我批評。

要知道本地影評人拿手在類型片裏找時代回應的蛛絲馬跡，必定能對《危城》（2016）、《三少爺的劍》

（2016）、《三人行》（2016）等片做到政治回應的大文章，然而這個初次追蹤後雨傘脈絡的專題，則以年

輕導演作品為主，討論他們正寫、側寫佔領運動的紀錄片、獨立長片，並涵蓋幾部短片，畢竟《十年》在製作

及發行上破格的成功已經不知不覺間帶出「全香港電影」（All 	 Hong 	 Kong 	 C inema）的新版地圖，觀眾／讀

者理應擴大對香港電影的認受眼光，對年輕人未入主流體系的本地／本土作品垂注。

下半年，《十年》出現於香港亞洲國際電影節的節目表上，放映兩場，之後，一場一場放下

去，一間戲院放完到第二家戲院，然後社區放映、走影展、入圍提名，以至幾乎事先張揚獲香2015

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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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他們包括：《極闘》的	 K.K.	 Wong	 、《劉以鬯〈1918〉》及《也斯〈東
西〉》的黃勁輝、《PG戀愛指引》的蔡潔鈴、《I	Girl	夢情人》的闞家偉、

《我老婆係明星》的翁秀蘭、《刑警兄弟》的戚家基、《封神傳奇》的許

安、《使徒行者》的文偉鴻、《導火新聞線》的方俊華、《點五步》的

陳志發、《亂世備忘》的陳梓桓、《幸運是我》的羅耀輝、《魕異》的李

浩基、《江湖悲劇》的林超榮、《此情此刻》的黃國輝、《驚心破》吳品

儒、《哥基王子》的楊健武、《七月與安生》的曾國祥、《蘋行世界之程

人》的黃銘堅、《海報師：阮大勇的插畫藝術》的許思維、《一念無明》

的黃進、《玩謝大師》的藍兆基、《伴生》的黃肇邦、《脫皮爸爸》的司

徒慧焯，	連同《樹大招風》的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其實是廿七個。

資助

封面、封底攝影：張偉雄 《亂世備忘》 《未竟之路》



中與雨傘的聯繫。然而，我以為討論後雨傘電影，

不能輕易跳過在雨傘運動之前的社會運動對香港電

影影像的影響，尤其是在年輕一輩電影創作者的作

品上。

雨傘運動全城矚目，過後自有很多能量投入對這運

動的回應，觀眾也熱切期待能在銀幕上看到相關回

應。《十年》（2015）可以說是一次中大型的爆

發，五個導演，五部短片，各自表述，然後散落各

區，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但是吸引

我的，並不是爾冬陞在台上喊出《十年》的激盪一

幕，而是在所謂左翼與本土分裂下各陣型的文化人

對《十年》的評論。有趣的是，不論是左翼還是本

土派的評論人，他們都難以簡單地否定這個五而合

一作品，總是對之留有一手，因為這個原本很隨意

的集合中，結合了不同的意識形態，甚至是矛盾的

立場。這集合本身就是眾聲（hete rog los s i c），就

是異質（hete rogeneous）。

當中最互為異質的，可說是黃飛鵬的〈冬蟬〉和周

冠威的〈自焚者〉。這兩部影片無論在手法和主題

上，都是各走兩端，而恰恰這兩部片分屬於我想在

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兩類影片──後空間抗爭電影與

後雨傘電影──〈冬蟬〉屬於前者，〈自焚者〉屬

於後者。

後空間抗爭電影──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其實在雨傘運動之前十年，香港經歷了多場空間抗

爭運動，從利東街抗爭開始，後有天星皇后保育運

動，接着是反高鐵、保菜園村的抗爭，可說是左翼

運動的興盛時間。這些抗爭借用不同的批判理論，

為大眾言說引入新的詞彙，其中一個很大的改變是

改變了香港人對空間的理解。天星皇后提出的懷舊

與建築物保育問題只是一面，更深的是提出空間治

理、空間運用民主化、住民／使用者自決等議題，

這一波運動一直延伸至2 0 1 1 - 2 0 1 2年的第一次

「佔領中環」
2
。我們於此看見某些重要理念，如

反資本主義（的空間運用）、反思工作意義、重構

社區、重奪公共空間、重建共同體等，所徵引的不

少是西方左翼空間理論者如E dw a r d 	 S o j a、 H e n r i	

Le febv re、Miche l 	de 	Ce r t eau等。

在這近十年的運動期間和其後，香港電影影像上

早已有所轉變，主要在獨立電影和紀錄片中。當

中一批抗爭者受到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啟

發，拍攝香港的農業與抗爭的紀錄片。影行者的陳

彥楷拍攝了「鐵怒沿線」三部曲，紀錄反高鐵和

守衛菜園村的事蹟，其中第三部《鐵怒沿線──三

谷》（2012）更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獲

得「Awa r d s 	 o f 	 E x c e l l e n c e」。可想而知，這種

關乎空間的抗爭運動，並不只在香港出現，而是在

世界各地的共同現象，原因在於全球資本主義對在

地空間的掠奪。除了「鐵怒沿線」三部曲外，陳浩

倫也先後製作了半日記形式紀錄的《稻米是如何鍊

成的》（2013）和以三位農夫為拍攝對象的《收

割，開路！》（2015）。不論是陳彥楷還是陳浩

倫，都曾參與各類關乎空間的抗爭，而他們在抗爭

過後，亦為香港提供後空間抗爭電影的影像：城市

以外的空間運動、人與自然空間的互動關係，並空

間與政治介入的問題。

商業電影也不是沒有涉及這方面的，麥兆輝、莊文

強的《竊聽風雲3》（2014）自是一例，以丁權問

題和地產霸權為故事的引子，當中暗暗有反思空間

運用的意義，特別是結局吳彥祖飾演的阿祖出獄後

學習務農，有點陳浩倫影片《稻米是如何鍊成的》

中農夫周思中的影子。後來的《五個小孩的校長》

（2015）關於反思工作、保育校舍的問題，思考

的路徑也一如前十年抗爭者所提出的一般，也可算

是後空間抗爭電影。

後雨傘電影──命運自決主體的決志生成

雨傘運動前後，人們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目標

明顯與之前空間政治的抗爭不同，因而我才會提出

這兩條互不相同又互相交纏的路徑。關於後雨傘的

影像，多有談論的是運動過後出現的紀錄片，前前

後後已有多於十部影片面世
3
。當中最注目的當然

是陳梓桓的《亂世備忘》（2016），提名了台灣

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獎。這次佔領運動看似是延續

了過往空間抗爭運動的佔領模式，看似是以直接行

動來中止城市／道路的日常運作，以達到抗爭的目

的。但自從經歷了五區公投與反國教的運動之後，

香港抗爭的議題大體可說是從空間政治走到了命運

自決，這個轉向我以為開出了香港電影影像另一條

路向，可以從2016年幾位新導演的電影中看到。

不論是在《樹大招風》（2 0 1 6）、《點五步》

（2 0 1 6）或是《一念無明》，我們都看到在命

運／社會／疾病中掙扎着想要得到自由的主體，這

個主體與九七主權移交前香港電影所提出的主體並

不相同。那時的主體，可以以劉鎮偉的兩集《西遊

記》（1995）中的至尊寶為代表，他從一開始已

經被命定為孫悟空，這個印記烙在他的身上，到了

傘運動後，我們都期望發掘在香港電影影

像上對雨傘的回應
1
，又或急於尋找在電影雨

３２

後空間抗爭電影與後雨傘電影
──2010年後香港電影影像的一點觀察

譚以諾

《十年》〈自焚者〉

前言

《鐵怒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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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完結的時刻，不得不接受自己另一個身份，對

於過去身份的懷戀只令他苦不堪言。這是關乎身份

政治的主體，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是屬於哪一個

族群的人。這個主體模式其實一直延展至今，香港

觀眾常常說「炒冷飯」的電影，往往是帶着這種主

體觀，帶着這個問題描寫劇本。這個主體觀所附帶

的病症，眾所周知，就是失憶症。

但在後雨傘的情況卻不是如此，當中的主體不再是

問我身所屬的身份政治主體，而是問我該如何走的

命運自決主體。《樹大招風》中的三個大賊，就

是想要以自身的決志創造自己未來的主體，無意間

聚合，發出力量，所問的不是我身誰屬，而是我路

何往。《點五步》的主角阿龍也是如此，他本無決

意，但踏上投丘，就要成為投手，需要一次又一次

投出球來創造自己的未來，也是以決志生成主體的

過程。然而，當這個主體一再被壓抑之時，會出現

甚麼症狀呢？這時所出現的並非失憶症，而是憂鬱

症狀類的精神症狀。這固然是雨傘運動被瓦解後的

集體症狀，也是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帶給個

體的精神狀況。雨傘運動後主體的決志被壓抑，形

成普遍的憂鬱狀態，加上城市的出路愈來愈少，困

厄愈來愈大，自決主體無處可伸，彷彿失去所有希

望，哀傷湧回自身形成憂鬱。在這處境下，《一念

無明》的出現恰恰擊中了城市的症候。雖然並不是

很多人有過躁鬱症，但是主角阿東所經驗的狀態，

又是後雨傘患有憂鬱症狀的主體所共有。

小結

因此，我很看重最新在香港獨立電影節2017上映

許雅舒的《風景》（2016），她的野心在於把我提出

的後空間抗爭電影和後雨傘電影的影像都放在這電

影中。這電影的起始點在於第一次佔領中環──亦

即是過去十年空間抗爭的一個階段的完結，終於其

中一位主角太初在金鐘佔領區行走的長鏡頭──亦

即自決主體可以預示的壓抑。電影的影像就是對

過去十年香港的抗爭做一個總結。我們當然可以批

評她只總結，沒有提供出路，但是提供出路有時會

顯得太過廉價而變得不切實際，就像《點五步》阿

龍於三十年後帶着年輕時的記憶踏在佔領的路上，

又或是《一念無明》阿東父親突然興發的承擔，都

不禁叫人懷疑，這種突然的熱誠，若沒有忠誠的信

念，又能維持多久？

帶着上述的論點，我們就能回到《十年》的〈冬

蟬〉和〈自焚者〉。我提出，後空間抗爭電影是關

於空間政治與民主治理，是關於空間的生產與再生

產，當中牽涉重構社區和建立共同體。〈冬蟬〉中

看似是難以理解的字句與影像，就隱含着對於空間

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思考。當然，更為直接呈現的是

我上述提到的農業紀錄片。至於後雨傘電影，則是

關於決意生成主體的過程，是命運自決主體回答我

何所往的問題，〈自焚者〉顯然歸屬此類。

本文嘗試提出這兩個框架，把兩條我在近年香港電

影影像中觀察到的現象歸納總結。當我們探討後雨

傘電影時，很容易忽視了另一條線索的生成轉化，

甚至有可能誤把是從另一條抗爭脈絡而出的電影歸

類為後雨傘電影。然而，我們必須謹慎，這兩條脈

絡並不是一前一後、互不干涉，反而是極有可能纏

繞在一起，就像我們在雨傘運動時看到不同意識形

態的人聚合一起，又或是像我們在《十年》看到那

種眾聲、那種異質一樣。

註

1	本文中所運用的「影像」一詞，並不單純指銀幕上所看到的活動光影而

已，而是結合思想和創造力在其中的。

2	 一群香港反資本主義的抗爭者，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金

融及地產霸權，發起「佔領中環」行動，佔領匯豐銀行總行地下公共空間

近一年之久。

3	 關於雨傘運動紀錄片比較整全的討論，可參魏時煜：〈全民記錄和自我

表達：十一部雨傘紀錄片〉，《字花》第65期（2017年1-2月），頁118-

122。

《十年》〈自焚者〉

《十年》 〈冬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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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如此佔領過…… 張偉雄

《風景》

候，中秋也住在沙田，他跟謝志龍和范進威彼此

認識嗎？總會碰過面啩，究竟誰比誰大？於是，

我刻意往《香港製造》（1997）及《點五步》中

舊時的禾輋邨走一趟，「查問」一下……

我在《點五步》的時空中，沙燕隊決賽那天早上找

到細威，他說：「中秋（1997年時演員李燦琛22

歲）？我知道他是誰，我們是同一家小學，他比我

高兩年級。中學就不一樣，他也應該跟我一樣，沒

有念完中學。他跟的大佬比我跟的強，聽說，幾年

前他被他大佬出賣。他住我隔壁座，經常在籃球場

流連，跟一個叫阿龍的呆子一起。我不打籃球，

我打棒球……嗯，也不算是，性格脾氣問題中途放

棄了。我要出門替大佬辦事，你還有沒有問題要

問？……沙田有一條沙燕橋？瀝源邨下一條？未聽

過，84年改了名？你說笑吧，一切等今天沙燕隊

贏了決賽才算。」細威站起來，想一想，掉頭又

說：「乜原來我哋咁威水，我都不知道……」

我 終 於 在 一 個 特 別 的 時 空 找 到 中 秋 ， 他 跟 我

說：「細威？沒有聽過，他應該不算有『朵』的

吧，雖然我不算黑社會，但禾輋邨大小不同字頭，

我是知道的。沙燕？我當然聽過，就是我讀的那一

家小學。他們打贏日本隊那天我在場見證，盧校長

問我們哪個想去捧場我第一個舉手。若然我高幾年

級，我想我也可能是沙燕。他們都高我一、兩級，

我認識其中幾個，投手謝志龍就跟我住同一座，後

來都是乖孩子，念中學就沒有碰上過，他們現在有

多大呢？現在是甚麼年份？嘩，已經2014年了，

應該有四十歲罷，若然我沒有死的話，今年中秋

節，我三十八歲了。2014年我會做甚麼？準不會

是個白領，在金鐘上班罷。」

《點五步》結尾時尷尬地展示沙燕少棒今昔的相

片，不少隊員已是做爸爸的年紀。影片做了兩個改

動，其一：沙燕打出頭的故事，從原來的八十年代

初，變成為千禧初的故事，時距約二十年；其次：

小學變成中學，又將時距收窄五、六年。於是我們

觀眾察覺不到一個小學校長帶着一群小學生不自覺

地藉着棒球創造當下（八十年代）的小時代意義，

而是一個中學校長與一群良莠不齊的中學生自覺地

去對應大時代（後九七及後雨傘）的時代意義。

《點五步》從而是一顆急進之心，貫穿大小意義的

歷史脈絡，擁抱年輕一代企及的香港歲月，從沒有

《點五步》（陳志發導演，2 0 1 6）時我

心中冒出影迷開玩笑式的疑問：那個時看

1 一步一據點

沙燕橋到有沙燕橋的沙田、經過《香港製造》的禾

輋邨、再到獅子山下的棒球場。繼而，《點五步》

隱隱然讓志龍蓋印着中學生的身份，作為他抵達金

鐘夏慤道的入場券。所以在佔領意義下，這些地方

全都是據點。

2 校長，你好嗎？

性格關係，我很喜歡看阿龍大罵盧校長、擲東西發

洩一場。到金鐘佔領區「蒲個頭」的幾個大學校長

當時被視為有勇氣的表現，我卻看到他們心不在焉

和模棱兩可。然而我得承認，校長是這個時代，電

影願意去投射的一個上一輩角色，負責展開溝通對

話。《點五步》、《五個小孩的校長》（2015），

與同是由廖啟智飾演校長的《當C遇上G7》（簡君

晉導演，2013）合組出這個議題，皆在推敲他們

計算的心態背後，有怎樣的教育家理念和品質。

金馬獎得獎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應亮導

演，2016）相比之下，不像是另一個研究個案，

而是退回到彰示初衷的消逝感嘆去。

一如《點五步》的做法，《九月二十八日‧晴》

也致力於挪移時代據點。故事改編陳慧兩篇千禧

短篇小說《第十六分鐘》和《味道》，描述也是

退休校長的父親（原著是母親），與三女兒的半

天相聚，發生在2014年9月28日，搭上下一個時

代渦輪。《九月二十八日‧晴》自稱劇情上忠於原

著，着實更加體現出它刻意經營視覺符號：上環舊

樓當天天空明麗、卡式帶的古典音樂，連同午後的

金寶湯，投寄更遠，將女兒成長過程上的痛苦，轉

化為對父親的肯定。《九月二十八日‧晴》也是據

點式作品，將上上年代簡單而完美的教育家矇矓形

象，保存至當下，描繪他在樓上看着電視播着催淚

彈的畫面，依然會憤怒，繼而走到樓下支持女兒，

顯現未褪色的長輩愛護，是個由千禧前借來的理想

化形象宣示。你願意相信、自認好運的話，佔領運

動的第一天，幸福已佔據心中。

《點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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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亦攻亦守

後佔領電影都急於去找地標，對證時代的意義。

《風景》（許雅舒導演，2016）這個片名，自許

要看到的不單只是據點，更要比同期的電影找到更

大的據面，是鮮有企圖還原2011-2012年「佔領中

環」行動幅員的嘗試，最後亦抵達夏慤道。以下是

我對幾個身份地標不大不小的觀影隨話。

a）屋邨情未了

《點五步》中兩個稚氣的主角憧憬着要走出屋邨，

然而那邊新移民隊友與妹妹卻為可以入住公屋而興

奮叫喊，就知道屋邨仔不應妄自菲薄，重申不可隨

便背棄公屋。《一念無明》（黃進執導，2016）清

楚向中產「上樓夢」潑冷水，頓出現心神下墮至劏

房的冷酷異境。其實，阿東及父親可以遞表輪候公

屋，目光長遠一點，耐心等待四至五年，總可以尋

找一席之地，解決被排斥的生活問題。回到公屋舊

地一遊，卻在《此情此刻》（陳國輝導演，2016）

見到，屋邨是過去式的，主角離開了頂多十年，但

電影喜歡懷舊，戲中戲戲假情真回到原屋邨對照，

明白浪漫不足以維持感情，明星仔短促的成長需要

換氣再打氣。

政治意識加重下，《十年》之〈自焚者〉（周冠威

導演，2015）和《十年》之〈本地蛋〉（伍嘉良

導演，2015）演繹未來的屋邨景緻，呈現政治氣

候對維繫小家庭生活空間的威脅。在不同的教育形

態下，下一代穿上不同童軍服，學習自強或服從，

都叫家長擔憂擔憂。短片《安琪兒》（陳上城導

演，2015）是芸芸後佔領片中擁有最在地視角的

一齣，中學女生穿着校服，壓抑着情緒，獨自看顧

像在屋邨遺世孤立的洗衣店，佔領小子（游學修

飾）到來幫襯洗一籃臭衣服，開始展開對話時也是

政治式的，這個熱血學舌鳥又像在〈自焚者〉中責

罵別人政治冷感，女生只是默然以對。然而，屋邨

洗衣店是大氣候權力的縮影：看店的女兒，有一個

獨力養大她、現在卻失效的母親，和一個沒有正式

父親名份、粗暴的「契家佬」，所謂家暴實在是一

種不合法的入侵施暴，爾後兩個年輕人發掘洗衣店

埋藏的時間，盡是情感的遺忘與點點憶記，還站在

家庭瓦解線上看家庭流逝的風景，有一刻還自許為

天使領悟其守護任務，推開應許之門，是目前自省

最深的後雨傘作品。

b）西環「緣」岸

《點對點》（黃浩然導演，2014）尋找維多利亞

城界石，最後讓男女主角相會在臨海馬路，港產片

中總會看到的西環沿海地帶，是閒來蒞臨舒泰漫步

之地點，而且每每襯着美麗夕陽。西環這個地區名

字變成政治權力代號後，香港電影還是記得哪裏是

曾經相識過的風景。《樹大招風》（許學文、歐文

傑、黃偉傑合導，2016）當然不是第一隊拍葉繼

歡梟雄失手事蹟的拍攝團隊，然而它卻是後雨傘重

提舊事的第一部；影片用上雙重瓦解的敘述，不

但年青警員被命運點中做擒賊英雄，賊群也內部瓦

解。上一代電影人與新一代電影人一起在風雨中舉

傘發聲，重申這冥冥中抗衡外來暴力的命運地緣，

投射出真西環特立獨行的真風景。

c）政總新貌

香港政府總部於2011年建成啟用，在舊政總外窄

窄的空地無法順着疏導人流的抗爭頓成記憶。《寒

戰》（陸劍青、梁樂民合導，2012）是第一部率先

走去政總外取景的香港片，《末日派對》（何康導

演，2013）是接下來的一部，以憤怒的情緒一廂情

願地去炸它個稀巴爛。接力的是後佔領時期的〈自焚

者〉，用上偽紀錄片的形式，簡單安排建制男議員

以政總為背景，發表保守言論，而有態度的泛民女議

員，則以次要的權力象徵的地區政府大樓作為訪問背

景，簡單陳說了2024年（及2014年）的政治生態。

然而，我還是覺得政治智慧欠奉的《寒戰》中的一

個鏡頭反而說出一個狀況來。這個剛退下來的第二

把交椅李文彬，居然在政總內向「友好」辭別，劉

傑輝接任「一哥」追上去，識英雄重英雄，於政總

花園道上互相敬禮好威風。請留心這個鏡頭，政總

置中，右邊拍到中信大廈，左邊是解放軍大樓，卻

反映着香港政府被脅持的無能實相。

4 重返暴力現場

浮現兩代分途漸遠的實況，是又一個後雨傘電影

風景。價值觀代代爭持，電影幾時都有這方面的

反映，若認為我將《十年》之〈方言〉（歐文傑導

演，2015）、〈自焚者〉、〈本地蛋〉，以及《九月二

十八日‧晴》，作為呈現新一代導演關注兩代關係

的佐證過於一般例行，那麼加上《一念無明》、短

片《蝌尾》（黃飛鵬導演，2016），以及紀錄片

《伴生》（黃肇邦導演，2016）後，會不會明證

出一份自覺，展現兩代生離死別的時刻，作為新一

代電影人關心的戲碼？廝守棄守、牽手放手，彼此

折磨離棄，反覆討論。

《一念無明》或許在芸芸影片中試圖走遠些，呈現

最殘酷的倫理裂縫，不獨在照顧家老路上互相推

搪，家庭成員各方迴避，挑起擔子的從孝順演到精

神折騰，讓人看見他有弒母之嫌。法庭裁定這是一

次意外，也判定阿東精神失常無罪，他跟父親對

質時，也說每晚都被「那一幕」折磨，然而，回

閃時偏偏鏡頭置於事發門外，關鍵一刻遂變成一個

人獨知的真相，他帶着恍惚的目光走回廳去。這是

回憶的片段，也是對自己不盡不實的自我隱瞞。阿

東離開精神病院回到大社會處理的都是社會歧視的

目光，我卻找不到一絲應有的內疚感，即使，門後

發生的，真的是個意外。《一念無明》跟《踏血

尋梅》（翁子光導演，2015）未必是南轅北轍的

敘事策略，畢竟，兩位年輕導演都敢於改變香港電

影一直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從社會取材，只是《踏

血》的層層結構，始終帶觀眾回到兇殺現場，踏血

推敲，相對之下，《一念無明》固執地一念前行，

卻讓我感到是閃避的步伐。

於是，《踏血尋梅》的同行者還只是〈自焚者〉，世

情不再溫柔，暴力一觸即發，從外圍以推敲的目

光進佔現場，豁出去抓住生命盡頭的臨界據點，

難得包容輕生之念，要求他殺、自焚與絕食。死

亡不遠，但要死的話，最重要是找到重於泰山的

意義。我不是認同甚麼自殺的理念，而是尊重生

命的自決，一個值得讓當代香港電影討論的品質

和內容。

《蝌尾》 《安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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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他的「故事」由身邊人事開始。受到台灣《太陽‧不遠》（2014）鼓舞，《傘‧聚》（2015）

其中一位作者	 Sam	 Tsang	 與志同道合散聚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廖潔雯無實拍經驗，落場碰見一班忙着運

輸物資的司機，上前問「可否拍你們？」，《義載》（2015）小試牛刀，然後是《義載2》（2016）。《未

竟之路》（2016）的林子穎與黃頌朗走出校園記者的身份，捕捉佔領前後，這個時代年輕人的積極思行。

《HKinema》邀請五部記錄長片的導演來到評論學會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深度交流，五種心情五種反省，惟欠

最新出街《撐傘》（2016）的陳耀成，是這次集合紀錄力量美中不足的地方。

佔領現場到處是攝錄機，兩年過後……

乎是，革命》（2015）是最早面世的一部，江瓊珠與郭達俊一直在拍相對靜態的「佔中」，當

佔領運動隨着催淚彈開始，他們自然繼續拍下去。《亂世備忘》的陳梓桓是帶着攝影機參與抗爭《幾

邊拍邊學　邊走邊想
	 後雨傘紀錄片導演圍談

22/12/2016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張偉雄（雄）、陳志華（華）
郭達俊（俊）、陳梓桓（桓）、林子穎（穎）、黃頌朗（朗）、Sam	Tsang（Sam）、廖潔雯（雯）
朱小豐
張偉雄

日期：
地點：
主持：
出席：

紀錄及攝影：
整理：

雄：「雨傘革命」兩年前發生，這兩年我們期待

關於它的紀錄片出現。林子穎、黃頌朗是《未竟

之路》）導演，林子穎自己也完成了短片《旺角黑

夜—紀錄片》（2015）。Sam	 代表	 Fi lm	 75，是

《 傘 ‧ 聚 》 其 中 一 位 拍 攝 者 。 廖 潔 雯 是 短 片

《義載》及長片《義載2》的導演。陳梓桓是《亂

世備忘》導演。郭達俊則和江瓊珠拍了《幾乎是，

革命》。如果沒記錯，《幾乎是，革命》是第一部

「雨傘革命」紀錄片。

俊：2015年5月首次放映。

雄：最新還有《撐傘》。

穎：我2 0 1 5年曾跟陳耀成當實習生，也有參與

《撐傘》。

雄：大家的紀錄片推出時，記者都會問，為甚麼要

拍？你當時怎樣完成整部紀錄片？我們也由這個起

點開始吧。

俊：我和江瓊珠在2013年戴耀廷說要佔中時已打

算拍攝，因為看到這將會是香港民主化進程的重

要事情。起初沒預計規模會去到那樣大，我相信

沒有人預計到。因此本來打算是很簡單的，預算

利用假期公餘時間來做，覺得可以應付到。當然

2014年5、6月之後，形勢已經不同了。

雄：事情愈來愈複雜，規模愈來愈大的時候，你們

有沒有改變策略？

俊：從頭到尾我們只有兩個人，我負責技術層

面，訪問時掌機。一開始已定了方向，重心是看

運動中不同人的看法。現在回看發覺我們也頗有

野心，追訪了七個人。而9 2 8之後，很多事情不

是自己能控制，被訪者在現場，即使接觸到對

方，他也可能沒心情，那個時刻甚麼都不想講。

我們只能盡量做，保持一個從佔中發展到「雨傘

革命」的方向。考慮到自己能做的有限，有人

覺得我們的紀錄片很少旺角的篇幅，其實我們有

拍旺角，但兩邊都兼顧，全知的角度是沒有可能

的，我們也沒有想過要這樣做。

桓：2 0 1 4年上半年我因為拍偽紀錄片《作為雨

水：表象及意志》（2014），拍了D-Day、公投，

直到7月2日佔中預演我都在現場。那天對我來說有

很大衝擊，7月1日遊行之後，學聯留守，有五百幾

人被捕，我就在旁邊。我在大學讀有關政治的，會

讀到John 	 Rawls、公民抗命，但實際上看到逐個人

被抓上警車，還是很震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表情

和故事。有些東西是文字解釋不了的，一定要用影

像解釋，我相信攝影機在運動之中有它的作用。該

怎樣拍，沒想得很清楚，只是有「一定要拍」的想

法。我和Sam還有幾個朋友本來想到不如現場拍攝

然後立即剪出來放映，像《大禍臨頭》（1995）

那樣回應運動。計劃在罷課現場找故事，立即剪

片晚上放映，但到了黃之鋒衝入公民廣場，整個

環境都改變了，變成各自拍攝。我在運動現場找

到我要拍的主角，整個過程就這樣開始，跟了他

們七十幾天。

雯：現場看到很多人在拍攝，覺得自己是不是也應

該拍呢？當時忙着籌辦影展，要上班。直到一晚，

放映結束後，朋友打電話來，說黃之鋒衝入公民

廣場了，於是跟攝影師拿着小型數碼相機到現場。

到達時，外圍不斷有人「嗌咪」說有警察想衝進去

拘捕他們。接着有市民和學生舉起手，形成人牆，

擋住警察。看到這個畫面，就有了「是時候真的要

拍些甚麼」的想法。發射催淚彈後，發現自己拍到

的東西跟YouTu b e的差不多，覺得要建立故事，事

情才有意義一點。那幾天就到處找題材，去到告士

打道內街──即《義載》主要拍攝場地──見到一

班司機，有一兩個願意接受拍攝。當時覺得，就算

拍不到所有司機，找到一兩個，只拍那個部份，做

《義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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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已很厲害，因為未拍過紀錄片，所以就聚焦在

這方面。跟他們慢慢建立信任後，愈拍愈多司機加

入，拍了七十多天。由10月2日（佔領第五天）拍

到最後，開始是每天跟拍，之後一星期四五天。

Sam：面對每一場社會運動，自己都不想當觀眾，

覺得電視上看到的太片面，當親身經歷過，看到當

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罷課期間我們每天都在

現場，正如陳梓桓剛才提到，我們起初嘗試以早

拍晚播方式，紀錄一個個小故事。當時想我們未有

能力做長片，能否把小事件紀錄下來，讓那些沒有

參與和出席的人看到整件事怎樣發生？9月26日當

晚，聽到黃之鋒說要重奪公民廣場，我拿出攝影

機、兩顆電池、記憶卡，就衝過去。

桓：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準備了兩個大容

量的硬碟，所有人每天拍攝完，就到一個集中地，

去存檔或者充電。起碼首星期是這樣，所以首星期

的影片很齊全，收集了所有素材回來。

Sam：我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令大家少一點後顧

之憂，有一個地方休息、充電，幫大家整理影片，

讓大家拍完的東西不會遺失。

雄：佔領一個月的紀念日，大台放映了一些片段，

是你們拍的？

S a m：是我們拍和製作的。當時沒有提及，不是

為了保密，而是名字不重要，不想特別說明是誰

做的。

雄：所以部份鏡頭都能在《傘．聚》見到。

Sam：是。我們當時用的名字是「一班年青的紀錄

片工作者」。

穎：七月時，黃頌朗在外國讀一個紀錄片課程，要

交功課，寫了一份計劃書。當時他是學聯成員，知

道有罷課，認為值得去拍。我是校園電視記者，八

月開始出席學聯會議，拍他們的運作，選定了幾個

人，有學聯的人，也有香港大學的人，有的是幫忙

搞罷課的，有的只是參與罷課的學生。罷課開始，

每天去拍，畫面都很沉悶。直到「雨傘」開始，我

被本身記者的事務纏着，忙着採訪，黃頌朗則忙着

其他學聯的行政工作，於是我們把拍攝紀錄片的事

擱在一邊。一開始我們在金鐘，結識了學聯的人，

他們常說旺角很危險。但我有朋友在旺角，說不是

這樣，叫我來看看。金鐘沒有旺角那種很強的凝聚

力，像江湖電影的義氣。之後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旺

角流連，到處拍拍。

華：《未竟之路》開頭拍罷課，已拍了馮敬恩。聽

說你當時跟了好幾個人，甚麼時候開始選定馮敬恩

為紀錄片主角？

穎：那要由雨傘革命完結說起。

朗：一開始拍攝，林子穎在現場，我不在，她在現

場見到誰就拍誰，但沒有跟得很足，因為她也有其

他工作在身。雨傘革命完結後，我們坐下來面對

一堆影片，篩選後發覺開頭很多人都只有一兩段，

最終選了馮敬恩，由他講述當時的故事，再配上相

關新聞。另一位主角許彤，是隔了半年才想到找她

的。那時我們拍六四集會，馮敬恩是學生會會長，

發表了一段演說，我們訪問他的時候，提到感受最

深的是演說完畢後，有個人說聽完就哭了，那就是

許彤。當時我們還未想到追訪她，錯過了兩個主角

交會的時刻。後來才想到她可以是另一位主角，於

是補拍他們回到金鐘、旺角，之後是七一，兩個人

都跟到足。

雄：在你面前發生的事情變化萬千，你要去思考怎

去拍的問題，回到創作的層面，會不會有其他紀錄

片作為參考？

俊：我在這裏年紀最大，以前在電視台工作，做過

《鏗鏘集》，也做過外國電視台，所以比較知道多

一點技巧，知道怎樣切入。經驗幫助我們知道在現

場要採集甚麼。七一當晚，我們在跟兩個人：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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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和何芝君。何芝君留守中環那邊，我們便跟着黃

之鋒。我們估計如果要拘捕，兩邊都會拘捕。豈料

警方沒有拘捕這邊，我們就失去了那邊的片段。以

往的經驗對我們有幫助，但不一定有優勢，畢竟香

港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桓：2010年左右參加過采風的紀錄片班，技巧上

學到一點。我讀浸會電影系時也聚焦在紀錄片上，

即使處理劇情片，也喜歡混一點紀錄片元素，覺

得好玩。但在現場沒有很多計劃，都是「撞」出

來的，較多機動性。我只用一部Canon 	 60D和機頭

咪，一個人完成，如果不是這麼小規模，我不會拍

到夾在警察和學生之間的場面。其他聊天玩樂的場

面，大型攝影機是做不到的，甚至多一個收音師也

做不到。我可以接受很粗糙很隨意的影像，跟人家

聊天的時候就這樣放部攝影機在旁，我可以不理會

畫面，但覺得那個時刻很重要。

雄：以我所見，陳梓桓有介入美學，被訪者會對着

鏡頭提到陳梓桓怎樣怎樣，突出了陳梓桓是拍攝

者。其他人是守在主客分明一點的關口。

雯：我在嶺南大學讀文化研究時要做實習，我不懂

拍攝，就去了采風實習。那時候張虹在做《選舉》

（2008），我參與了後期製作及放映，很多方法

是從她那裏學到的，看影片大概知道她的機位、怎

樣拍攝。實習結束，畢業後去了TVB和HK T V戲劇

部工作，沒有再碰紀錄片。到拍攝《義載》，開始

是比較抽離的，抽離到主角Simp s o n都不知道我在

做甚麼。《義載》有一段講他到處巡視物資，突然

對着鏡頭說話，自動做訪問，解釋他們在做甚麼。

我在想，是不是我令他有點自覺？我無緣無故跟着

他，又跟普通記者不一樣。

華：Simp s o n對鏡頭很敏感，很懂得在鏡頭前表達

想法。

雯：如果拍劇情片，我們寫劇本永遠不是劇情先

行，而是先構想人物性格，因為他是這樣，就會

遇到某些事情。他這種性格，就會引發了之後的

事情，所以用了比較接近「直接電影」（D i r e c t	

C i n em a）的拍法。後期剪接時，訪問只用了一兩

句，主要是順着這個人來拍就好。

Sam：《傘．聚》來自很多不同人的素材，手法也

不盡相同。我本身在拍攝的過程也傾向「直接電

影」，因為我的性格不易很快跟別人建立關係。漫

長的拍攝過程，我也跟很多不同的人物做過訪問，

尤其是放催淚彈之後，我找了很多人做即時訪問，

但紀錄片剪出來沒有用過訪問。

華：《義載》、《亂世備忘》和《未竟之路》都是

跟着人物──《未竟之路》可能有點不同，那是關

於運動對兩位主角之後的影響。《義載》和《亂世

備忘》則是追訪運動之中的參與者，捕捉他們當時

的故事。《幾乎是，革命》則宏觀一點，去看整場

運動。《傘．聚》很片段式，如影片中沒有大台，

沒有運動領袖，也不是聚焦於個別參與者，而是一

些有趣的片段。你怎樣判斷要哪些不要哪些？

Sam：我有個不知好不好的習慣：每逢大台的事情

我都不拍，因為大部份市民都會知道。那時只管拍

其他，或者休息。結果所有大台的畫面都沒有，說

明不了整個事件，要問人家借片。我會這樣想，再

有任何運動發生，而想做一個全面紀錄的話，確實

需要一些方式去主導整個團隊，不然會很困難。尤

其很多很有性格的攝影師，看到一些東西就很想去

拍，若一開始說好這是合作團隊，大家便更容易處

理自己看到的畫面。

雄：我覺得《傘．聚》是呈現佔領生態上一部活潑

的紀錄片。

Sam：可能因為我們走得很近，有些攝影師傾向用

一個抗爭者的角度拍攝，所以有場景見到很近距

離的抗爭者角度，甚至有被打的鏡頭。我傾向於中

間，甚至偏警察那邊拍攝，因為那是比較少見的，

通常衝突的場面我都喜歡夾在中間，多拍一點警

察，去看他們跟抗爭者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雄：《傘．聚》是「直接電影」，《未竟之路》就

傾向「真實電影」（Cinéma Vé r i t é）。

朗：我們很大部份都是從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校園電

視台學習得來，那不是很正統的學習方法，技巧和

方法都要自己摸索。我比林子穎早兩年上莊，當她

上莊時，我已經落莊，讀了一個關於紀錄片的夏季

課程，一所位於愛爾蘭、關於人權的夏季學校。發

生「72511」時我不在香港，覺得有段距離，回港

後要做些事情，就想到拍紀錄片。

《傘．聚》

《幾乎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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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我唯一的訓練都是訪問，《未竟之路》也用這

個方法拍攝。當時已有個主題想講，要有某幾個元

素在影片中，所以要拍那幾場，很有目的去拍每一

場。訪問是當時用到的方法，我想是視乎那個人的

性格。許彤甚麼都會說，但馮敬恩本身對外面的人

很有戒心，特別是出名之後，拍攝時跟他不熟稔，

拍完之後才熟。你不跟他聊天，引他說話，他不會

說，這也影響了我是否介入，要用一些方法讓他放

下心防，才能讓他說話。

雄：你是先想好一些元素，然後才去拍。其他派別

是覺得不應該這樣，《旺角黑夜—紀錄片》也不是

這樣。

穎：《旺角黑夜—紀錄片》是亂拍的。那是因為在

現場沒事做，想找些事情給自己做，剛巧認識了一

個人，就跟他聊天。我是一邊拍一邊剪，因為事情

還在發生，例如那晚有人打架，我便去拍。

朗：她給自己一個限期，想在旺角清場之前出到

影片。

雄：這是新聞記者要「出街」的思維。

穎：拍《旺角黑夜—紀錄片》時，事情真的在發生

當中，灣仔那一幕，最後放到《未竟之路》中，其

實就是前者的那群人。

雄：你在灣仔拍攝的片段，就像其他人一樣介入，

跟着他們，跟他們是一伙。

穎：可以這樣說，也跟事情進展有關。佔領真的只

有三五個人在，欠一個把風，難道我可以置身事

外？我沒有想過不許自己介入，或者一定要跟他們

一起，很視乎當時直覺。

雄：大家的作品都完結於清場，《旺角黑夜—紀錄

片》亦算是。《未竟之路》是關於事後，許彤的片

段全是清場之後拍攝。《未竟之路》示範了要用事

件過後的角度去回看。

朗：原本打算完於政改，豈料政改弄成這樣，我們

都覺得成不了結尾。而完於清場好像太悲觀太絕

望，現在以七一作為完結，重新審視「春秋二祭」

（六四、七一遊行），這樣看整件事和作結，會不

會有新轉機？

雄：追訪許彤也是這個原因？

朗：追訪許彤是想跟馮敬恩有個對比。馮敬恩是

學生會的人，許彤是一個反建制的人，做事從沒

有以機構、組織的身份去想，只會想個人抗爭做

到甚麼。

雄：大家是否覺得完於清場好像太悲觀？

俊：其實我拍到2月1日，當時有千多二千人出來

遊行。這是我自己的看法，江瓊珠可能不同意。我

們看到當中有一些值得討論的議題，例如拆大台、

應否唱歌、要不要衝、和平手段是否有用。此外，

這次運動本質的改變是很能夠看得到的，參與社

會運動較多的人，如何芝君、朱凱迪，都看到那個

變化，不能再用以往的經驗分析現在的情況，要用

新的方式。這些是值得讓香港人和參與運動的人討

論，所以我們才那麼快製作影片，除了答應了莫昭

如用作籌款，也想讓有興趣的人看到，可以討論整

件事。有很多議題未完結，大家也沒有想到應該怎

樣做。在最新的版本裏，我不想集中在領袖身上，

不想以他們被捕和清場就代表完結。有些小伙子年

紀輕輕就出來抗爭，他們跟領袖不同，我想展現的

是這東西。

《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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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亂世備忘》缺少佔領後期和結束的畫面，但

整條片基本上是順着時序的，沒有放棄這原則。觀

眾仍然從頭經歷整件事，從希望到消沉。至於結

束的部份，有很多人都想我繼續拍，或者一年之後

再跟進他們，但我又沒有這個心態。特別在佔領後

期，我將很多辯論的東西抽走，如抗爭的模式、方

向應該怎樣。我的主角其實有一些很不同的看法，

我也沒有放進去。幾位在前線的主角有些都提到要

拆大台，也有參與其他方向的抗爭模式，但我始終

沒有把太多這些放進影片。我覺得如果一旦開展這

些，又會成為另一部片。

華：你頗集中描述讀法律的Rache l，還有男生吉利

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怎樣改變立場？

桓：吉利蛋也改變了很多，但我覺得他們是很主流

的看法。即使是Rache l的信，也是香港人很主流的

看法。我沒有其他取向，覺得這不會出錯，可以持

續很久。到今時今日，那封信仍合時宜。

雄：Rache l那封信的處理手法，你覺不覺得突兀？

你常常在現場收音，那段卻是正正經經的VO，跟我

一路看的Rache l不一樣。這跟《未竟之路》馮敬恩

不同，他的發表是個事件，現場收音的。有一個情

節我很喜歡，他試讀自己的信時，有個女生在旁叫

他慢一點慢一點。《未竟之路》仍然是他們看到甚

麼就拍甚麼，而你的卻是一個帶戲劇的手法，你怎

樣判斷要這樣做？

桓：拍的時候實在隨意。有想過這是一個結尾，加	

入	Home	Video 	是之後的想法，信的鏡頭也是之後

拍的，可能會令整件事完整一點吧。我有用音樂、

不同處理方法，都是抒情一點的手法，我可以接受

這樣。說讀信是不是很突兀？我錄完之後，也覺得

怎麼突然收音那麼好，但我覺得是可以的。

華：陳梓桓提到讀書時有讀到政治理論，但看你的

《亂世備忘》，卻沒有把政治理論的思考放進去，

反而像是避開了，出來的感覺是抒情比較多，我看

來像一部青春片。

桓：也有其他觀眾說像青春片。我剛才說，想影片

可以歷久常新，我覺得很多爭拗只是一時，但那些

七、八十年後仍然觸動到觀眾的東西，我才會想留

在影片中，那是最吸引我的。我讀完政治，反而令

我聽到某些東西時懂得抽走，避開我覺得很難處理

的東西。關於運動方向的討論真的比較少，只有情

感的東西。

雄：若說現場辯論，我覺得最精彩的是《傘．聚》

龍和道一場，有不同年輕人在談衝不衝，那一場可

以廣泛看到現場的辯論氣氛。黃頌朗說大致上是悲

觀的，我覺得普遍是很多人遇上挫敗但不肯面對的

感覺，沒有一個抽離一點的高人可以說我們是點點

滴滴地向着成功的方向去。

華：《義載》也有拍到關於龍和道的辯論。

雯：《義載》其實可以繼續拍下去。Simp s o n是個

非常積極的人，他之後進了工黨，選區議員。可以

跟着他繼續發展，看他怎樣改變。只是我個人不想

再拍，因為對着他就是面對失敗的感覺。《義載》

是我在清場後不久已剪好，我後期比較少去佔領現

場，就是在剪《義載》。剪完有一段時間不能面對

那些影片，真的太可怕了。攝影師非常積極，叫我

先拍，但我選擇停一停，讓自己冷靜下來。現在是

在車路上完結，拍完也頗肯定這就是結局。但拍攝

和剪接的時候，這場是個人情感上最難剪的一場。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把空鏡拼在一起便可，但

到今時今日，乘車經過夏慤道，仍覺得很難受。雖

然已經丟淡了，但仍是面對不了。雨傘之後，整個

討論快了很多，香港過去十年都不及這兩年討論得

那麼快，更加適應不了。除了那放不低的感覺，覺

得自己跟不上那個時代，還開始覺得自己老了。

華：你有嘗試表現龍和道的衝突，也有拍其他人對

Simpson的批評。

雯：拍攝的時候，我的想法很「大台」，不要衝。

而這位司機也頗熱心，攔住別人，但他是送物資

的，怎麼會跑去攔人、當糾察？到人家抨擊他，說

他瓦解群眾的力量、阻止大家衝，於是大家討論的

時候，我覺得這很重要。以前我們追隨領袖，到9

月28日之後，已經不叫佔中，叫雨傘運動，那是一

個不錯的位置來帶出討論。剪《義載2》時其實有

想過兩部影片合而為一，但接着又覺得處理不了，

始終《義載》作為香港社會運動路線之爭那個討論

比較重要。

Sam：我們完結在清場，很多人都在那時停了，因

為已無力再拍下去。我們收集回來的影片，很多都

停在那裏。之後也沒有再收到其他影片，有些各自

發展的，就讓他自己繼續發展下去。說到「去大台

化」的討論，過去幾年的「春秋二祭」，愈近年愈

聽得多不想唱歌拍手完結，在現場有愈來愈濃厚的

感覺。我覺得是這麼多年來的文化，促成這個時刻

要轉變。所以很強烈感到在現場每個年輕抗爭者都

不想有大台，但又不知道沒有大台之後應該怎樣。

正因為有佔領運動，有佔中預演，有幾年的時間討

論，令大家覺得要討論運動應該怎樣走，應該要自

己討論自己參與。但大家沒有經過討論的訓練，不

懂得討論，大家發表了很多觀點和理論，但不知道

怎樣整理。單看這個運動，可能會覺得很失敗，我

自己理解整個運動的話，其實這給予參與者一次難

得經驗，一個沒有帶領者的運動，其中一個結果就

會這樣。

雄：大家都是紀錄片工作者，現在大家拿着作品，

在後雨傘時期跟不同的人對話，大家所接觸到的，

給予你們甚麼感想？

俊：有一次映後談，在政府總部現場放映。幾個月

前我們才在這裏佔領，現在就在這裏放映，當天也

有接近一百人來。有人提問我們便回答，但有多少

人可以得以反思，繼而行動，我們說不準。但我們

能紀錄下來，紀錄當時參與者的喜與悲，都是重要

的。紀錄片能拍到尤其現場的人的感情，由他們講

出口，跟事後找個專家或學者受訪──即使在辦公

室或回到現場也好──已經是另一回事。感染力有

多少，這須回到我們跟觀眾如何溝通，做一部片是
《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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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就等於要有這些效果？我未必十分樂觀。例如

現在有六、七部雨傘紀錄片，對下一次大型社會運

動是否有幫助，大家是否都很清晰，或者有個明確

的策略，我想未必做到，亦未必能要求紀錄片做到

這些。

桓：拍之前也想過要做點改變，所以才有朝拍晚播

的想法。當時想到應該要做一些事有即時效果的，

總之要有些影片在現場播放，就做這些。

雄：通常那個概念是在網上播放，這是反WTO運動

開始，延伸至今的概念。

桓：當時我們也有放上網，但後來不知何解網站停

了。之後發覺好似沒甚麼作用，就算製成長片，也

不覺得可以改變很多。

華：做長片的話，已不是朝拍晚播的心態。

桓：有人會催促快點推出。

華：那時是影意志的香港獨立電影節徵集雨傘紀錄

片。《未竟之路》也是一樣吧？

朗：剪了一個月，就要交初稿。

雄：影意志徵件的時候，你們已拍了許彤的部份？

朗：拍了，我們十月、十一月左右才拍完，但一月

就要交片。

桓：我早一點，六、七月的時候，他們辦了個雨傘

運動影像工作坊。

雄：當你們帶着作品跟觀眾見面，你們有甚麼期望

或想法？

桓：當初期望電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改變某些事

情，原來不能。後來剪接時，還在想會不會過時，

因為我剪接那一年間，香港發生了很多改變，我想

剪那些討論出來，又好像現在已沒有了。我當時覺

得那是對自己的一種責任，因為我對人家說自己是

用攝影機參與這場運動。到我完成影片，我就可以

這樣說，這是個人的完成。後來一場又一場放映，

雖說沒用，但可能有點無用之用，怎樣也有點用

處。觀眾看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一年以來都

不敢回想那運動，看到我的紀錄片就有點思考。有

個從大陸來的人，說他的成長環境、接受的資訊，

全是罵這個運動的，他來到香港讀書，看了我的紀

錄片，覺得很震撼，原來跟他年紀相若的年輕人在

做這些事，於是他有一個起點去了解。我覺得這些

可能就是小小的作用。現在雖沒有當初要用影像改

變世界的想法，但仍然會繼續拍下去，會一路賦予

自己更多意義，像這個時期香港需要紀錄片等等。

香港愈來愈差，理應紀錄片愈來愈好，一個愈來愈

差的社會，紀錄片的價值便存在。

華：你跟紀錄片裏的人仍有聯絡？聽說你們有個

WhatsApp群組。

桓：我們仍有在群組內聊天，互罵對方，也談到政

治，大家的看法已經很不同。當初想是真的純粹

的「備忘」，二十年後、畢業之後、被社會磨蝕之

後，就沒了那個年輕的理想主義。但現在的改變又

不是這種，而是政治取向的改變，本土思潮的改

變，都不在我的電影中。

雯：《義載2》放映的時候，我發現反應頗兩極，

年輕有聽網台的一群會覺得一些畫面很好笑，如

叫人不要扔東西，他們自己曾經也叫人不要扔東

西，今天卻會想，為甚麼不能扔？他們打你，還

手也很正常。又會有一群年紀較大的婦女，看到

Simp s o n被指喜歡出風頭後，會走過去鼓勵他：「

是會這樣的，當上這個位置就會給人家抨擊，只要

自己知道自己做甚麼便行。」又有個藝鵠的觀眾

說，Simp s o n好像不大支持旺角，他會從旺角角度

去看金鐘和旺角的分別。很多問題是我意想不到

的，每次有人問問題，我都會記住，讓我下次再做

紀錄片的時候，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思考，或者從

不同角度思考。

《亂世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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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m：放映之後聽到的反應，大部份觀眾都不大喜歡

紀錄片裏面的情緒，因影片大部份是不好的結果，像

討論沒有結果，大家不想看到，但事實上是發生了。

對我來說，是想觀眾更明白運動是這樣發生的，不要

逃避面對這些事情。我期望觀眾更能掌握這次經驗。

有時現場那麼混亂，大家在其中都不大記得發生過甚

麼。如果可以重看，是不是可以學得更多？這是我期

望觀眾能夠再看時有多點反省、反思。

朗：我們首映是在香港獨立電影節，之後一直都在學

校、社區放映。通常我們都會出席，比較深刻是有好

幾位觀眾覺得隔了兩年再看雨傘片段，影片幫助他們

紓解當時抑壓了的情感。因為他們真的沒有特地再看

當時的片段，即使Yo u T u b e、F a c e b o o k有影片也沒

有刻意看。反而進戲院看一次，從頭到尾經歷一次，

令他們覺得當時面對的失敗、比較負面的情感可以轉

化，覺得還有事情可以做。紀錄片很大程度想講出當

時的無力感，我們希望可以將那種無力感轉化，令人

覺得不是白費心機，可能做到一點改變。

穎：我們放映的場合都是大學，願意放映的組織都是

本土派，這批觀眾看完之後，那共鳴可能不是關於

雨傘的前半部份，而正正是馮敬恩跟許彤在雨傘失敗

之後，摸索自己要走的路那部份。人家談雨傘只會從

928談到清場，雨傘完結後很迷失。有人看完寫了一

大段文字，雨傘完結後可以做甚麼？街又睡過，衝

又衝了，很多人在這時候選了馮敬恩的路，嘗試去改

變；有些人像許彤回歸平淡，在日常生活中印傳單、

印貼紙，像教書的建立反建制思想。沒有人講過這議

題，我很高興觸碰到。反而《旺角黑夜—紀錄片》，

現在回看很尷尬，當時很熱血，幻想在雨傘期間製作

一條影片鼓舞人們。是可以鼓舞的，但意義就停留在

這，沒有反思。這短片已經反映不了當下我的政治取

態和立場。

朗：《未竟之路》當中的一些討論，是事隔一年之後

仍合時宜的，最後收結提到港獨和2047的議題，好

像預視了之後的一年，當時還在說本土，現在都去了

說港獨，好像紀錄片中某些主角所說的都成真了。

穎：我擔心不合時宜的地方，是剪接的時候，自以為

是很尖銳的路線，例如《旺角黑夜—紀錄片》批評

金鐘，《未竟之路》有批評七一、六四，提到一點

港獨，以為自己走到最前。但如果目標總是要走到

最前是不行的，拍完一個月已經有新話題了。

雄：看到今天六部紀錄片，如果六部紀錄片也一

樣，或者只有同樣的價值觀，我會覺得沒有希望。

別說政治沒有希望，對紀錄片也沒有希望。我覺得

紀錄片去到這刻是第二階段，政治事件鼓舞了香港

個女生追尋夢想的紀錄片。不過中途停了，因她去

了台灣讀書。

桓：再拍新的片，再找新的主角，又跟政治有關，

可能會比較難。我的主角們都建立了很深厚的信

任，因為相識的一刻就是最危急、警察跟他們對峙

的時候，所以我覺得他們很信任我。我跳過了紀錄

片最難最麻煩的過程，就是取得被拍者的信任。我

想直到今天，再拍他們，再過五年十年，他們都會

七」的人，然後將那些訪問內容變成劇場。

俊：拍完之後，我有想過再拍，後來放下了，因為

有些事情未看清楚。想再拍的東西是有意思、值得

拍的，但我未弄清楚。至於任何拍攝都會繼續拍

的。自己擁有生產工具，有資源在手，只剩下時間

和生活問題，這也可以解決。

穎：我有拍梁天琦和立法會選舉。一方面2016年

本土派的起伏很大，而且有點想講《未竟之路》講

不到的東西。拍《未竟之路》那時是2015年7月，

過了這一年半香港變化很大，本來拍之前是想反映

當下的現象，而且《未竟之路》在技巧上很多都做

得不好，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做好一點。一開始想拍

關於本土的，認識更多之後發現故事又不是這樣，

現在不是最想講港獨、勇武，我最想講的是一個人

怎樣成長。因為我快要畢業，之後要走甚麼路還未

知道，也想試其他東西。

朗：我沒有參與林子穎這部紀錄片。我本身也有拍

照、拍片，正在幫某個團體做相關工作。最近他們

關注香港保衛戰，在尖沙咀和灣仔做了重演活動，

有二、三十人穿回七十五年前的軍裝，在當時打仗

的重要地方，如尖沙咀、中環、灣仔做一些類似紀

念活動。我在想香港保衛戰的歷史是否可以再發展

下去，但我還在觀察之中。

紀錄片的活躍，是要再看前一點。你們接下來會拍

甚麼？

雯：正在拍一所小學，它比較特別，曾面對殺

校，然後校長怎樣改變。這是我跟S a m一起拍攝

的。仍在摸索階段，拍了一點東西。暫時不大想

拍政治題材。

Sam：我接下來跟廖潔雯拍攝小學，自己也在拍一

願意。現在沒有再拍他們了，但有其他計劃，也是

紀錄片，但不想做太傳統的東西。《亂世備忘》是

比較保守、傳統的。因為這部紀錄片，去了很多電

影節，看到外國、台灣的電影，原來紀錄片可以這

樣。可能我看得比較少，我想在香港比較少人做一

些實驗性強的紀錄片，可能會有很多重演，甚至看

起來不像紀錄片，我想嘗試這個方向。我正在拍「

六七」，2014年已經在拍，我拍的是一個紀錄劇

場，一班八十後九十後演員訪問一些曾經參加「六

《義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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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梓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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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短片《對摺》獲選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鮮浪潮短片競賽—學生組。

廖潔雯
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曾任職電視台助理編導。其作品《義載》入圍華語

紀錄片節2015短片組。《義載2》為其第二部作品。

Fi lm 75
F i lm	75	是一群年輕人組成的製作團隊。《傘．聚》為該團隊首部紀錄長片。

郭達俊
紀錄片製作者，曾替本地及海外電視台拍攝紀錄片節目。與江瓊珠合導《幾乎

是，革命》。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黃之鋒：少年 VS 超級大國
導演：Joe Piscatella

撐傘
導演：陳耀成

義載2
導演：廖潔雯

導演：Shannon Walsh
香港，佔領運動
導演：Daria Marchenko

天堂陌生人
導演：Vicky Do

手持攝影機的人
導演：廖韜

傘不走的女聲
導演：陳芊憓

去留之間
導演：黃凱逸、林煒彤、呂家敏

廣場誌
導演：鄧卓儒

佔領
導演：單面人、無方

抗議的藝術
導演：Aleksander Solum

不傘
導演：李偉盛

雨傘運動
製作：HK Documentary

Initiative 新聞碩士學生

幾乎是，革命
導演：郭達俊、江瓊珠

Karl
導演：黃雨晴、湯宇澤、楊程

撼動
導演：李家文

致香港同胞的公開信
導演：李偉盛

有種風叫旺角風
導演：Fei Wan

旺角一夜
導演：陳巧真

亂世備忘
導演：陳梓桓

未竟之路
導演：林子穎、黃頌朗

傘城
製作：Hark Y、黑楊、方蘇

狼的自由
導演：Rupert Russell

傘步
導演：朱迅

世代同行
導演：張敬時

導演：吳卓恆

導演：廖潔雯

製作：

佔領訪談隊及自治八樓

導演：林子穎

雨
傘

之

下

導演：徐智彥

導演：Film 75

短片 長片追 蹤 雨 傘 紀 錄 片 的 足 跡

底
語

呢
喃

：

來
自佔領運動／雨傘運動／雨傘革命的聲音

義
載

重
奪

公
民

廣
場

重
奪

公
民

廣
場

旺角

黑
夜

—
紀

錄

片

抗
爭

日
記

傘
．

聚

＊所有影片推出的先後次序未必如上述排列，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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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電影

《樹大招風》

最佳導演

周星馳
《美人魚》

最佳導演

黃進
《一念無明》

最佳編劇

陳楚珩
《一念無明》

最佳男演員

林家棟
《樹大招風》

最佳女演員

周冬雨
《七月與安生》

推薦電影：

《一念無明》
《美人魚》
《七月與安生》
《點五步》
《伴生》
《擺渡人》

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由影評人執筆，為香港女星繪出個人肖像，呈現
眾星繁花似錦的集體景象。

七十年代香港電影新舊交替，新浪潮之後更冒起
了新一代的女星群。當中有

為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添上豐富
的色彩。

本書以不同角度評析四十三位有地位的當代香港
電影女星，透視女星的身形、外貌、性格特質、
演技造詣，如何結合個人經歷、合作導演、時代
精神等，投射為銀幕上教我們心動神馳的聲色光
影形象。

實力派、女神、性感尤物、

打女、樂壇天后、玉女、

女笑匠、壞女孩、恐怖女王等，

策
劃

香
港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主
編

卓
男
、
蒲
鋒

定價：港幣$168



到劉永晧新書《失衡的電

影文本——王家衛電影

冗長獨白？在香港這一特定的文

化地域中，多樣化的語言運用到

底代表着甚麼？儘管使用了許多

理論工具，如失語症定義和德希

達（ Jacques	 Derrida）對母語的

思考，劉永晧還是很成功地對語

言混雜現象作出了去政治化的詩

意解答。多語是一種失落，呼應

着跨國離家的失落。「會說多一

種語言，也只是反映對語言的掌

握不足，對語言的曖昧，及他的

滄桑。」（41 頁 ）

不僅僅針對發聲的語言，劉永晧

也敏銳地翻找出了埋藏在《墮落

天使 》中不易覺察的歌詞語言和

不同類型的電影語言（包括錄影

信札和家庭電影 ），不單看出場

的，也看缺場的，從而描繪出一

幅未被察覺的隱秘地圖。讀罷此

章，以方言、歌曲和影像語言等

角度再看《擺渡人 》，梁朝偉飾

演的陳末時而國語時而粵語的矛

盾
1
，導演張嘉佳將國語、台語、

粵語歌曲大串燒的奇怪選擇，還

有影片無處不在的絢麗飽滿的	

MV畫風，似乎都有了新的解讀切

入點。

劉永晧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意義

實踐與理論研究所電影暨美學博

士。他對各種電影理論的掌握，

早已展現在前作《小電影學 》的

二十九篇專文中了。在《失衡 》

一書中，他眼光銳利地切割出

王家衛作品中那些不為人所覺察

的細節，比如樓梯、排演、重

複、往返等，以不同理論一一拆

解，確定這些文本的失衡本質其

實是解讀王家衛電影美學的重要

鑰匙。如此對王家衛創作窮盡式

的發掘，也將他極少被拿出來討

論的兩部短片《穿越9000 公里獻

給你 》（2007）
2
和《跟蹤 》（The	

Follow，2001）
3
囊括其中，分

析透徹，毋庸置疑為學術論述填

補了重要空白。

打開王家衛電影中的褶皺，然後

如書背面的推薦序中所言，「開

啟王家衛的電影密室 」，是米粒

上雕花一般具挑戰性的事。未必

每一個失衡的文本在經過理論拆

解之後，都能如第一章中對多

語和失語的分析一樣，最終呈現

出清晰的研究視野和新思維。在

第三章中，作者以褶皺、折疊

理論對《花樣年華 》（ 2000）第

二百七十五到第二百九十八個鏡

頭作出分析，得出結論，「王家

衛他發現了電影的影像可以藉着

錯誤剪接來產生影像的褶皺和

折疊 」，「 開啟了電影視覺性的

思考與電影理論的實踐 」（ 138

頁 ），便有撤銷創作意圖與理論

解讀之間距離的嫌疑。褶皺、折

疊理論與二十四個鏡頭，彷彿雙

重迷宮，若在套用理論時稍有跳

躍、生硬、模糊，讀者如我，難

免陷入雲裏霧裏，找不到堅實的

基礎去理解何以這二十四個鏡頭

「有強大的能力解決電影研究的

危機 」（ 137 頁 ）。然而，著者

劉永晧面對不同的失衡文本，對

理論論述方式和層次都有不同的

定位。他引用羅蘭巴特（ Roland	

B a r t h e s ）《 明 室 》（ C a m e r a	

Lucida ）中的話，「走迷宮者從不

尋找真理，只尋求他的阿莉安 」，

也像是對自身狀態的陳述，如身

處迷宮要去解救希臘王子的阿莉

安，釋放手中理論的線綑，為的

是書寫方向，留下痕跡。

《失衡 》一書以點帶面，從星星

中挖掘出另一個宇宙，讓我們看

到對王家衛電影世界的研究尚有

許多未知空間，也展示了通往電

影新形式的探討和理論實踐的新

可能。讀之，定能獲得發現新大

陸的愉悅。

分析 》，恰逢王家衛監製、張嘉

佳導演的《擺渡人 》（ 2016）上

映。片中，金城武飾演的管春以

漫畫般誇張的姿勢撲倒在一扇鐵

門上，臉上印下「油漆未干 」的

「 干 」字。這博人一笑的細節，

在我讀完了《失衡 》一書之後，

便又為王家衛電影世界中語言混

雜的特點增加了一個範例。《擺

渡人 》的故事發生在內地，若在

香港，鐵門上油漆未乾的牌子上

寫的是繁體字，便失去了作為笑

點的功能。

《失衡的電影文本 》的第一章便是

從《墮落天使 》（ 1995）裏的啞

巴青年金城武開始的。劉永晧首

先截取金城武角色所輻射出的混

雜語言情境，包括俄語、日文、

台語以及粵語，進而找到了王家

衛電影文本中的語言謎團——他

既然失語卻為何還有台腔國語的

拿

2928

特

寫

在電影的褶皺中，讀到另一個王家衛
——評《失衡的電影文本》

喬奕思

註

1	《擺渡人》在中國內地放映時使用了兩個版

本，一個是全普通話版，一個是國粵夾雜版，

主要用於廣東地區和香港。

2	 	香港電影論學會策劃，三聯（香港）書店

出版的《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 版 ）》中

收錄了〈閱讀王家衛三分鐘的慾望〉，一篇

關於《穿越9000 公里獻給你》的影評，作者

張鳳麟。

3		香港電影論學會策劃，三聯（香港）書店

出版的《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 版）》中收

錄了〈這麼遠，那麼近——WKW	Commercials

的微型世界觀〉，作者張偉雄，《跟蹤》在討

論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