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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第一次擔任《HKinema》專題編輯，深感榮幸。本會再次與電影節目辦事處合辦
「影評人之選」，今年的主題是電影與音樂，於是本期也順理成章，邀請本會作者
撰寫與這題目有關的深度文章。

雖然這次「影評人之選」的選片，刻意挑選有跟音樂藝術互動的電影，但電影音
樂本身亦是一個可以大書特書的範疇。羅展鳳是本地最廣為人知的電影音樂研究
學者，這次她為我們撰文，探討電影音樂作為一門學術，如何經過音樂人及電影
學者的輕視，到最後成為電影研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課題。

之後是兩篇和「影評人之選」有關的文章，其中一部影片是由簡約音樂大師格拉
斯（Philip Glass）譜曲的《機械生活》（Koyaanisqatsi，1982）。其實格拉斯和電
影甚有淵源，就由黃志輝一一道來。小編最愛的音樂類型是古典音樂，「影評人
之選」選映的《馬勒狂想曲》就是講述古典作曲家及指揮家馬勒的故事。原來影
片的導演簡羅素（Ken Russell）在幾十年間，以不落俗套的方式拍了不少關於古
典作曲家的影片，既打破了兩種藝術形式的界限，亦遊走於紀錄片及劇情片之間，
拙文將概覽這些異色作品。

年初上映的《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2016）以現代電影語言，重現荷里活黃
金期的歌舞片，既有人如獲至寶，亦有人不屑一顧。張偉雄以他的獨特角度，剖
析影片對人性及演藝事業的刻劃。

這次可沒有遺漏香港電影，吳月華訪問了兩位香港電影作曲家，包括同時活躍於
音樂劇及電影的高世章，以及剛剛以《七月與安生》（2016）和金培達一起獲得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波多野裕介，當中提及不少鮮為人知的製作細
節。

小編兼有樂評人身份，希望可以憑這期《HKinema》，將自己在兩種藝術的認識，
跟影迷及其他讀者分享。

劉偉霖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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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電影音樂研究：從論爭至論述
羅展鳳

影像研究是電影研究唯一的可能嗎？影像與音樂的研
究何時與如何走在一起？作為電影研究，研究當中的
音樂重要嗎？在電影誕生以來一百二十年來說，影像
「優於」音樂或兩者對立的想法，相當流行，在一般
電影研究裏，電影多數被視為視覺藝術，主要元素離
不開由攝影、鏡頭、燈光、剪接等等組成的視覺元素，
研究者歷年都集中討論，並視音樂為隸屬電影的視覺
元素。電影音樂元素今日能成為電影研究中必須考慮
的一環，甚至與電影視覺元素平起平坐，其實是經歷
近大半個世紀的長期討論發展出來，當中涉及音樂學
者（部份同時為音樂家）及電影學者的互相砥礪。下
文闡述三個時期討論的發展，並討論每一階段的討論
重點及成就。

第一波：默片時代

從默片轉到有聲年代，對電影音樂持不信任票的，不
是學術界人士（因為他們仍落後於形勢），而是電影
製作人。電影進入有聲時代之際，世界各地不少創作
與製作人均表示是對以強調影像為主的「第七藝術」
一次空前巨大的破壞，Mervyn Cooke在《 A History 

of Film Music》與Royal S. Brown在《Overtones and 
Undertones》裏，也清楚記錄這段歷史，和其他六種
藝術（文學、戲劇、繪畫、音樂、舞蹈、雕塑）比較，
電影之獨特之處，是在於其活動影像。

儘管早年默片播放已輔以現場音樂演出，可是音樂的
功能在於掩蓋放映機的聲響、減低觀眾的悶意與恐懼
（困在黑漆漆的戲院單看影像而沒有聲音，會令人想
到鬼魅），有助觀眾進入電影世界。且在未有度身訂
造之原創音樂之前，電影製作人慣常用的是聽慣聽熟
的古典音樂，放在任何劇情也是千篇一律，敍事作用
甚微。後來即興的現場音樂開始，演奏者不太認識電
影，所用方法，多是後來稱之為「米奇老鼠式配樂」
（Mickey Mousing），即音樂直接與畫面「同步」的作
法，畫面快的時間音樂節奏快，畫面慢時音樂節奏慢，
兩者意義完全相等。是故在有聲電影發展以前，影像
的確是電影藝術唯一的注視焦點，音樂的作法與處理
不過是「加號」（plus），令它處身影像的從屬位置。

惟從默片時代進入有聲年代，卻有一位相當知名的電
影理論家致力批評上述的觀點。以蒙太奇理論聞名的

俄國電影大師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就曾有力
指出，音樂應有自己的意義與尊嚴；其意思是指電影
與音樂（聲音）的處理不能夠只是同步，更需有創意，
否則有聲電影只是淪為現實生活翻版，並無意義可
言。他又認為，電影作曲家的才華不一定低於導演，
電影中的音樂也不一定被影像凌駕。這一點，可以說
要等到有聲電影全面來臨了好一段時間後才逐漸普及
與被認同。

但因為當年電影作為影像藝術也只是剛起步，大部份
學者集中研究其視覺面向。像愛森斯坦等學者的論述
並未有開花結果。但這一階段卻可顯示部份學者早已
有「平反」聽覺元素的傾向。

第二波：有聲電影的發展成熟期

自1927年第一部有聲電影在美國出現以後，有聲電
影漸漸發展成熟，荷里活電影製作中逐漸加入了各式
各樣的音樂。有音樂家發展出電影音樂的理論，但卻
引來其他不少具學術背景的古典音樂家特別不滿，並
引發有關電影音樂的論爭。

由音樂家所發展的電影音樂理論，其中最知名的是配
樂大師麥士史丹拿（Max Steiner）的理論，他是荷里
活首個提出電影音樂理論的電影作曲家。有關這點，
不少學者在其電影音樂著作均有記載。史丹拿的理論
始於1930年代，主要根據十九世紀古典作曲家華格
納（Richard Wagner）的創作理論作為藍本。

華格納的作品絕大部份為歌劇（他後來稱之為「樂
劇」），他為求突破當時的歌劇創作，創立了一套用
不同音樂主題來界定不同角色的系統，每一段小旋
律，伴隨着不同角色的出場，並稱之為「主導動機」
（ leitmotif）。他認為「戲劇音樂的每一個小節之所以
成立的唯一原因是，它解釋了情節或演員角色的一些
東西。」

關於這種「主導動機」概念，約瑟馬赫利斯（ Joseph 
Machlis）曾對它作出更具體的解釋：「它們具有不可
思議的力量，幾筆便可暗示出一個人，一種情感，或
一種思想， 一件物件（神、指環、 劍），或一處風景
（萊茵河、英烈祠、特爾斯坦家鄉孤獨的海岸）。通
過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變化，『主導動機』勾勒出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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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程，角色的改變，他們的經歷和記憶，思想和隱
藏的欲望。在『主導動機』意義的層層積累中，它們
自身也變成了戲劇的角色，成為統治神和英雄命運之
上升與衰落的無情過程的象徵。」

洪德清說，華格納的「主導動機」就是「在樂劇中藉
由不斷重複的樂句或樂段來象徵某種觀念，藉此統籌
視聽藝術的風格，並不斷地提醒觀眾某個特殊的意涵
或概念」，而史丹拿就是根據華格納這種「主導動機」
為電影配樂，即當今大部份電影作曲家所採用的方法。

史丹拿的理論，並未有即時令音樂及學術界全盤接
納。《 The Routledge Film Music Source Book》一
書，內藏百多年來有關電影音樂文獻的精選記錄，有
持負面態度的音樂學者認為電影音樂根本談不上是藝
術，只不過是庸俗不堪的公式化音樂，對用作研究自
然更持否定，也有人認為電影音樂的作法跟古典歌劇
（opera）無異。以下選取數個著名例子以作說明。

1943年，意大利歌劇指揮家Gianandrea Gavazzeni
撰文，標題為「音樂與電影：不可能的婚姻」（“Music 
and Cinema: An Impossible Marriage”），直指高質素
的藝術音樂放在電影裏只會如同異物，而一般電影裏
的歌曲充其量是「道具」，服務於電影之中，最終只
被電影扼殺，音樂在電影中不過是畫面的延伸，與音

樂本身之藝術無關，而真正的音樂，從來不會發生在
電影裏，只會出現在音樂會堂的演奏之中。一個月後，
意大利樂評人Fedele d’Amico回應此文，他把題目一
轉，命名為「音樂與電影：困難的婚姻」（“Music and 
Cinema: A Difficult Marriage”），他針對Gavazzeni的
「不可能」，認為只是較為困難而已，又肯定音樂對電
影的功能性，並列舉不少困難、但處理得宜的例子，
不過為電影音樂平反的聲音依然微弱。

同樣的爭論在美國繼續，1945年6月，指揮家Erich 
Leinsdorf於《紐約時報》撰文，直指荷里活電影音樂
不過是一種低等藝術（ lowly art），荷里活從來沒有
好的電影音樂，好的音樂只存在於非商業化的紀錄片
裏。他又指出，作為一個專業的音樂家（如古典音樂
家），絕不容許自己的作品放在從屬（ subordinate）
或次等（ secondary）的位置，音樂作品應該是重心所
在，他的想法和Gavazzeni相若，認為電影的影像與
音樂毫無關係可言，而且從他的個人喜好來說，電影
也太多音樂（‘ too frequent for my taste’），不過淪
為聲效，又指對流水作業的荷里活電影工業來說，用
藝術的標準去審視電影音樂是太不公平了，直指荷里
活電影音樂，充其量都是公式化，千篇一律。

以上種種，反映麥士史丹拿的理論並未普及或廣為接
受。上述這場風波，真正站出來為電影音樂作出全盤

捍衛與反擊的，是後來為人熟悉的著名電影音樂大師
班納德赫爾曼（ Bernard Herrmann），赫爾曼以五十
年代開始和希治閣（ Alfred Hitchcock）合作而聞名，
而他當時已為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大國
民》（Citizen Kane， 1941）創作電影音樂，Leinsdorf
的文章刊登後不足一星期，赫爾曼即時於《紐約時報》
反駁，他的論點如下：

（ 1）電影音樂的處理猶如古典音樂歌劇，音樂在其中
不是從屬或次等位置，如果電影音樂是從屬於電影，
歌劇中的古典音樂也同樣從屬於歌劇；

（ 2）倘若Leinsdorf曾嘗試看一部未加電影音樂的作
品，再看回加了音樂的處理，才會懂得電影音樂之重
要性；

（ 3）再三強調電影音樂中的敍事性，並舉例說明多個
經典電影音樂作品，指出好的電影音樂，同樣可以獨
立存在於電影之外，深受樂迷歡迎；

（ 4）質疑Leinsdorf「淪為聲效」之說，由於對方未有
清楚指明是哪部電影有此情況，他未能直接回應，但
要求對方欣賞他在文中所列舉的好例子；

（5）否認電影音樂是公式化（ standardization）與千篇

一律，認為箇中唯一的「標準」（ standard）是電影音
樂都為電影製造戲劇效果。電影音樂為電影提供了戲
劇效果時，成為了電影整體的一部份；

（ 6）大力指出電影音樂絕非單純工業化，更不是可有
可無（ insignificant），音樂家的創意也受限於客觀之
條件，好的電影音樂作品其實和其他嚴謹音樂作品一
樣高質素，且極具原創性，他又指出不少同業都創作
出很多優秀的作品，有甚多值得欣賞之處。

追本溯源，赫爾曼其實也是史丹拿理論的後繼及發展
者之一。事實上，赫爾曼在創作電影音樂過程也不時
用上「主導動機」作法。這個階段的討論，慢慢令到
音樂學者接受電影音樂的藝術性，甚至可和電影平起
平坐。經過這個階段的討論，音樂學者認同電影音樂
元素的重要，對之後電影學者如何反省音樂在電影分
析的地位有很大影響。

第三波：影與音的必然結合

打從七十年代開始，西方電影研究著作開始確立以下
幾片重要領域： (1) 電影歷史─諸如法國新浪潮電
影、新德國電影、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等跟世界電影發
展有着相當重要的「國家電影」的著作； (2) 類型電影
研究─例如有關西部片、通俗劇、歌舞片與黑色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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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等類型電影的歷史梳理及其風格特色； (3) 導演研究
─參考「作者論」之方法，研究在主題與影像風格
均擁有標誌式簽署的作者導演作品。

從上述可見，當時的電影研究就主題與風格入手，以
視覺元素為分析重心，電影音樂研究明顯欠奉。及
至七、八十年代，相關電影音樂概論書籍開始出現，
九十年代以後更發展出不同的電影音樂研究版圖，更
新了以往只着重視覺的研究傳統，這裏將集中舉出四
個相關領域，有助檢視電影音樂在學術研究上的發展
脈絡：

1. 電影音樂概論之普及

七十年代尾聲，既是音樂也是電影學者的Roy M. 
Prendergast完成了《Film Music: A Neglected Art》一
書，成為第一本跨學術把電影視覺和聽覺「通婚」的
重要著作。正如Prendergast在前言所說，在他以前，
未有人為電影音樂的歷史、美學及技術撰寫系統性的
文章，僅有報刊零星的音樂評論；七十年代以前，音
樂學院亦欠缺教授電影音樂的課程。此書至今成了從
事電影音樂研究的學術經典之作，當中肯定了音樂美
學在電影裏的敍事結合，又紀錄了荷里活電影音樂的
歷史發展，並訪問電影音樂家，舉出相關例證，以了

解音樂背後的創作過程，還有觀眾與評論界的接收。
Prendergast的論述，終於在八十年代為其他電影學者
接納。

1987 年Claudia Gordman的《 Unheard Melodies: 
Narrative Film Music》及Royal S. Brown於1994年
出版的《Overtones and Undertones》亦分別成為電
影音樂研究範本。前者集理論與實踐部份，着力論
證音樂的敍事線索，是視覺以外不容忽略的聽覺元
素。電影音樂學者Donnelly指這本有關荷里活老電影
（ classical Hollywood film）與歐洲藝術電影音樂的作
品是歷久不衰的電影音樂研究著作。Royal S. Brown
的《Overtones and Undertones》是另一部研究電影
音樂的野心之作，作者選取了美、英、法、俄的幾部
重要電影音樂分析，研究不同國家電影的獨特音樂文
化。

2. 新興起的電影音樂論述

七十年代以降，電影研究已發展出很多領域：結構主
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學派、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
文化研究及其他涉及種族、性別、階級等議題的意識
形態分析或相關文本分析，惟以上研究多一面倒地傾
向研究電影視覺元素。但至九十年代，不少學者結合

以上領域，微觀電影中的音樂實踐。

上文提及的Gordman就以經典女性主義電影《末路
狂花 》（ Thelma & Louise，1991）撰寫〈 Hearing 
Thelma & Louise: Act ive reading of hybrid pop 
score〉一文，以性別政治的角度，檢視片中電影
流行歌曲的處理。1992年Carl Flinn的《 Strains of 
Utopia》更進一步以其他理論架構，閱讀荷里活主流
電影音樂。2005年，Roger Hillman的《 Unsettling 
Score》利用意識形態閱讀新德國電影的音樂，2007
年，由Daniel Ira Goldmark等人編寫的《Beyond the 
Soundtrack》則着意把電影音樂視為一套完整不過的
聽覺再現系統。

3. 重新發現類型電影音樂

類型電影包含觀眾某些特定的期望：反覆出現的場景
與道具、約定俗成的敍事方法、經常出現的男性或
女性原型人物（ prototype）等，都將美國白人價值
鮮活再現。學者Graeme Turner在九十年代已談及
類型片種跟音樂有着微妙關係，而踏入二千年，有
學者看準這片有待發掘的領域，重新發現類型電影
中擁有獨特風格的音樂與歌曲，並揭開未被發現之
聽覺符碼實踐。

Steven Cohan 2002年在《 Hollywood Musicals, the 
Film Reader》一書重新建立有關荷里活歌舞片中音樂
（包括歌曲）裏有關明星現象、性別、奇觀乃至種族
的文化分析。類近Cohan的作法，Kathryn Kalinak於
2012年的《 Music in the Western》着眼西部電影，
除美式西部片外，還旁及意式西部片、日本武士片
及當代西部片。至於Sheri Chinen Biesen2014年的
《Music in the Shadows》則以歷史角度重新梳理五十
年代荷里活黑色電影中的音樂運用。除了劇情類型
片，非劇情類型電影音樂亦受關注； Holly Rogers於
2015年在《Music and Sound in Documentary Film》
重新檢視聲音與音樂在紀錄片的運用，並探討它們可
有製造被忽略的操控性。

4. 電影音樂作者論的擴充分折

五十年代中葉，法國《 電影筆記 》（ Cahiers du 
Cinéma）一班評論人開始以作者論的觀念，重新閱讀
被視為作者導演的主題與風格，高度讚揚作者導演在
作品上的個人視野與風格美學，從此對整個電影批評
界發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九十年代，這股風潮再延伸
至對作者導演作品裏的音樂研究，又或者改為研究作
者型的電影音樂家（ film composer as auteur）。



8 9

從他們的作品，不難發現很多被譽為作者的導演，其
作品中的音樂風格或類型，有着貫徹而明確的口味或
作法；部份導演更喜歡和「御用」音樂家長年合作，
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信任關係。少部份導演甚至認
為音樂家的抽象音樂，較諸影像更能表達其電影世界
的價值觀或世界觀。從集體現象來說，Kalinak直指
法國新浪潮電影中那種反傳統的電影音樂處理，是
二十世紀電影史上的最佳範本。跟她有同樣意見的還
有David Bordwell，他高度讚揚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
（ Jean-Luc Godard）電影中的聲音處理，小至利用聲
音（包括音樂）製造反諷效果，大至挑戰觀眾的接受
能力，要觀眾走出劇情及故事（跟一般電影要求觀眾
投入相反），並改為思考電影的聲音與音樂的本質問
題。他又指高達大膽與創新的實驗，完全脫離當時作
為主流的荷里活音樂作法，成一家之言。今天電影學
者及研究者均一致認同，不研究高達電影中的聲音，
等同未能全盤接收高達的作品。類似的說法在華語電
影世界亦出現；葉月瑜認為王家衛的電影音樂是解釋
其作品魅力的鑰匙，「音樂執行了一個說話的功能，
而使王家衛的電影變得獨特」。

荷里活電影也有相關例子。Jack Sullivan 2006年在
《 Hitchcock’s Music》一書全面檢視並詳細分析希治

閣作品裏的音樂與歌曲，Sullivan更走訪了跟電影相
關的工作人員：從音樂家、作者以至演員，藉着不
同角度了解希治閣在音樂裏不為人知的點滴，他在
書中強調，不認識希治閣的音樂等同沒看懂他的電
影。Adam Harvey 2007年的《 The Soundtracks of 
Woody Allen》是首部研究活地阿倫的電影音樂著作，
並詳細列明音樂在電影的出場及與場景、鏡頭之關
係。

部份研究者把作者論延伸至電影音樂家身上。他們認
為作者型的電影音樂家在作品上充份表現其獨特簽署
風格，那種獨樹一幟的創意，正好解釋了為何不同導
演（甚至是作者導演）均喜歡跟他們長期合作，而每
次合作均為作品注入了別樹一格的意念。

這裏選來一些重要的文獻例子。1991年，Steven C. 
Smith的《 A Heart at Fire’s Center》是首部有關荷
里活殿堂級音樂家班納赫爾曼的傳記作品，這位曾
經跟不同電影大師合作的音樂家，例如上文曾提及
的奧遜威爾斯的《大國民》、希治閣的《觸目驚心》
（Psycho，1960）、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的《烈
火》（Fahrenheit 451，1966）及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的士司機》（ Taxi Driver，1976），

都是在電影音樂史上不能繞過的名字。Smith在書
中詳述赫爾曼的事業生涯及其創作理念。同樣為傳
記著作，出版於2008年，Geoff Leonard的《 John 
Barry》以歷史角度了解這位活躍於荷里活的英國作曲
家的創作生平。2014年，還有Emilio Audissino的
《 John Williams’ Film Music》，作為第一本研究這位
極具影響力並創作超過半世紀的殿堂級電影音樂家，
書中詳細分析Williams的音樂風格，旁及其創作習慣
與生活，全書更着力解說何謂「威廉斯式」的新古典
主義（ 'Williamsque' Neoclassicism）風格。

以下是有關研究歐洲藝術電影的音樂著作： 2010年，
Richard Dyer為意大利音樂家Nino Rota撰寫的同名
研究作品，嘗試以新角度閱讀這位費里尼（ Federico 
Fe l l i n i）御用配樂大師的音樂美學。2012 年，
Nicholas W. Reyland的《 Zbigniew Preisner’s Three 
Colors Trilogy》集中研究奇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 
Kieślowski）「藍白紅三部曲」的音樂，旁及波蘭歷史
及有關音樂的哲學性敍事。2016年，Alexis Luko的
《Sonatas, Screams, and Silence》重新檢視瑞典電影
大師英瑪褒曼（ Ingmar Bergman）作品中的聲音元素
─音樂中的母題（motifs），嘀塔的時鐘聲、教堂的
鐘聲、人聲的吶喊、沉默以至重要角色的聲線，也是
Luko研讀的對象。

總結：工業角度的空白與缺失

上述的文獻回顧重點勾勒西方電影音樂研究景況及發
展，提及的都是較具標誌性的研究，真實出版數量要
比上文提及的豐富，但大體題材離不開以上分類。稍
作補充的是另有著作是電影音樂家訪談集，或以認識
電影音樂業界及如何入行的工具書，前者可被列入採
用作者論類別，惟礙於書中被訪問的音樂家數量通常
多於十位，篇幅所限深度難免不足；後者不屬研究及
討論範疇，是故從略不贅。

總的來說，從第一本由Prendergast於1977撰寫的英
語電影音樂專書至今已近四十年，西方電影音樂研究
已累積相當成果，並確立了電影音樂在電影意義生產
過程中的重要性。但若細心檢視，西方電影音樂研究
發展至今亦有其盲點及空白之處：大部份上述研究其
實都相當「文本中心」，而當中類型片及作者論的取
向亦傾於主流。這裏想提出，電影音樂在工業角度的
生產模式亦不容忽視，研究者是時候展開更宏觀的文
化視野以至理論分析，嘗試構築背後隱形的機制，以
便深度了解電影音樂背後的各層次創作，包括其生產
邏輯及與視覺藝術工作者協商下的生產，以求達成一
個見樹又見林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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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界別任我行：格拉斯的跨界音樂創作
黃志輝

不知為何，近年很少去現場看音樂或戲劇演出，但
2013 年香港藝術節有一個讓我覺得非去不可的節目，
就是《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
這個由格拉斯（ Philip Glass）與劇場導演Robert 
Wilson合作的前衛歌劇作品，於1976年首演，2012
年由格拉斯、Wilson及首演的編舞家Lucinda Childs
攜手監督重演，2013年終於來到香港。這個演出除
了前衛的音樂舞台調度，演出長度更是接近五小時，
沒有中場休息，確是十分考驗觀眾的耐性和欣賞能
力。

大眾認識格拉斯，也許都是因為他的電影配樂，但
他在西方音樂界的成就也同樣高超。本文開首提及的
《沙灘上的愛因斯坦》，那表面上單調而重複的音樂，
簡約的舞台調度，放在四十年後仍然前衛。

格拉斯多年來創作超過廿多個他稱之為modern opera
的歌劇作品，題材廣泛，但還是他八十年代早期創作
的人物三部曲最為人稱頌。三部曲包括《沙灘上的愛
因斯坦》、Satyagraha和Akhnaten，分別以三個在科
學、政治和宗教上的突出人物為藍本創作。

《 沙灘上的愛因斯坦 》顧名思義就是以愛因斯
坦（ Albert Einstein）為藍本，Satyagraha是甘地
（ Mahatma Gandhi）的非暴力抗爭故事，Akhnaten
則是講述劇名的這個古埃及法老王如何改革宗教。在
格拉斯的眼中，這三個人物都以他們的內在視野，改
變了他們身處的時代。這三部曲推出以來，甚受好
評，多年來不斷重演，去年英國國家歌劇團便再演出
Akhnaten。重演時有些版本會有全新的劇場設計和演
出，但音樂大致上不會改動太大。

《沙灘上的愛因斯坦 》

粵語主講 費用全免 詳情請瀏覽
http://www.filmcritics.org.hk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yzhwoHTF0rn0yRw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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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年代，有幾個簡約主義音樂的現代作曲家冒
起。其中Steve Reich和 John Adams大部份精力集中
在嚴肅音樂界，作品產量也不算多。另一位Michael 
Nyman來自英國，主要因為幫格連納韋（ Peter 
Greenaway）多部早期電影配樂而為大眾認識。這些
簡約主義的音樂家當中，要算格拉斯最多產，除了在
其本業作品繁多（當中涉獵純音樂作品、交響樂、協
奏曲以及室樂），他的電影配樂也同樣豐富。

印度與高克多

但格拉斯這一切成就不是平白無故產生出來的。

做藝術行業跟演藝娛樂事業有點近似，一炮而紅的只
屬少數人的幸運，一般都要經歷一段窮困奮戰的日
子。格拉斯成名前，也曾經靠做搬運、水喉匠和開的
士維生。五十年代曾到巴黎遊學，首次接觸到高克多
（ Jean Cocteau）的電影，驚為天人。六十年代中期，
他拿到獎學金到巴黎留學，接觸當時高達（ Jean-Luc 
Godard）等人的新浪潮電影和劇場，由此埋下他日後
電影配樂和劇場作品的伏線。六十年代嬉皮士文化影
響無遠弗屆，格拉斯像當時很多西方年輕人一樣，很
嚮往東方靈性文化，完成巴黎學業後，他去了一趟北
印度，探訪了流亡當地的西藏人，開啟了其後他的

佛教信仰之路。這些經歷，都為他日後的創作提供養
份。

例如為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講述達賴喇嘛流
亡印度的電影《活佛傳》（Kundun，1997）配樂，以
及「高克多三部曲」。三部曲的頭兩部，都是源於高
克多的電影作品。第一部曲《奧菲爾》（Orphée）是
將高克多1950年的電影重新寫成歌劇，第二部曲《美
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更為大膽，卻也
和高克多的電影繫得更緊。格拉斯的音樂會和電影同
步演奏，但格拉斯把電影的聲軌（包括對白及配樂）
關掉，配以格拉斯的樂團The Philip Glass Ensemble
的現場音樂，並用聲樂唱法唱出電影對白，和畫面上
的人物嘴型同步。

格拉斯曾於 2005 年 1 月帶同 The  Ph i l i p  G l ass 
Ensemble來香港演出《美女與野獸》。此外，格拉
斯亦曾為1931年的荷里活經典恐怖片《吸血殭屍》
（Dracula）重新創作音樂。影片雖然不是默片，但原
來的配樂疏落，更不是原創音樂，而是取材自古典音
樂。2001年，格拉斯和Kronos Quartet於香港藝術
節為這部影片作現場伴奏，跟《美女與野獸 》一樣，
演出場地都是葵青劇院。

從劇場到電影

六十年代也許是孕育他的藝術成就的重要時期。除了
巴黎留學的影響，他在美國一直接觸當時的實驗前衛
劇場，如Odeon Theater與The Living Theatre等，也
曾與劇場界合作。65與66年間，格拉斯參與了電影
Chappaqua（ 1966）的拍攝工作。這是一部極為反
映六十年代地下文化的cult film，以迷幻藥經驗為主
題，演員包恬William S. Burroughs、Allen Ginsberg、
Ornette Coleman等文化界和音樂界名人。在此片負
責音樂的印度西塔琴（ sitar）音樂大師Ravi Shankar，
可說是當時嬉皮士文化的精神領袖。這次經驗對格拉
斯可謂影響甚深。

1982 年格拉斯為《 機械生活 》（ Koyaanisqatsi，
1982）配樂，極度囑目，開啟了他在電影配樂的豐
盈事業，從此幾乎每年都會為一部電影配樂。其中比
較重要的有《三島由紀夫》（Mishima: A Life in Four 
Chapters，1985），之前提及的《活佛傳》（讓他首
次入圍奧斯卡提名），同樣由葛弗里列治奧（Godfrey 
Reggio）導演的《變形生活》（ Powaqqatsi，1988）
和《戰爭生活》（ Naqoyqatsi，2002）；這兩部電影
與《機械生活》合稱為列治奧的生命三部曲（ Qatsi 
Trilogy）。

《機械生活》配樂的特別之處，是打破了一貫電影配
樂的理念。或者「配樂」一詞已不適合形容這電影中
音樂與影像的關係，音樂與影像處於平等位置，兩者
一起層層推進，互相扶持。而格拉斯讓音樂在整齣電
影中毫無間斷地存在這種概念，可以說是延續他在劇
場運用音樂的概念，在格拉斯參與的劇場作品，他的
音樂都起着帶領整個作品的功能和地位。

其後格拉斯為其他電影配樂，雖然保持水準及佳作不
斷，但我認為格拉斯電影配樂另一高峰，應該是《此
時此刻》（ The Hours，2002）。在這電影中，格拉
斯在其簡約重複的音樂，加進了美妙的旋律，令其音
樂添加了一種柔和的人性，與電影題材頗為吻合。當
然，《此時此刻》的配樂成功不是突然的。如何在其
簡約音樂中加入旋律，一直是格拉斯尋求突破的多年
課題，只是到了《此時此刻》時機成熟了。

但回頭再看，對於當年初接觸格拉斯音樂的我，《機
械生活》中格拉斯音樂的震撼力，仍然是最為強烈
的。 

《活佛傳 》 《美女與野獸 》 《此時此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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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力之謎：簡羅素的作曲家影片
劉偉霖

《德布西影片 》

素也選了巴托的歌劇《藍鬍子的城堡》（ Bluebeard’s 
Castle）來刻劃巴托不願對枕邊人剖白內心世界的執
着。

簡羅素的作曲家影片從二十多分鐘，伸展至超過一小
時的長度，在題材及形式變得倍加自由，而且已經從
紀錄片轉變為劇情片，甚至把兩者混合。法國作曲
家德布西（Claude Debussy，1862-1918）把法國印
象派畫家的成就帶到音樂，創出自成一格的印象派音
樂。簡羅素卻為這齣影片起了一個諱莫如深的名字：
《德布西影片》（ The Debussy Film，1965），恍似預
先聲明將會以非一般手法描寫德布西的一生。

影片以一個現代的拍攝現場開始，水車正在為下雨場
面準備，畫面中心有一輛載着靈柩的馬車。一位帶着
外國口音的導演，向一個特約小演員作出指示。原來
這位導演正要重構德布西的葬禮，但由於當時是第一

次世界大戰，巴黎正被德軍進逼，加上德布西的朋友
少，除了他的遺孀，幾乎沒有人來參加葬禮。特約小
演員要做的，就是跑到靈柩，看一看花圈的名字，再
跑回母親的身邊，說：「他好像是作曲家。 」

德布西的生平就在這種半紀錄片／半劇情片／仿紀錄
片的形式展開，導演一邊繼續以外國口音敍述德布西
的點滴，飾演德布西的演員也會稍作補充。最奇怪的
紀錄與劇情轉接，出自導演所說：「我們這些1880年
代的年輕藝術家，包括德布西，頗受前拉斐爾派的影
響」，導演和德布西（他們都穿着現代的西裝）一起
在畫廊駐足。這位帶着假口音的導演，原來也在影片
飾演德布西的好友，前衛詩人Pierre Louys。

除了「後設」味道極濃的形式外，在作曲家的生平層
面上，簡羅素也不斷強調德布西的惰性及對朋友及愛
人的剝削，他廿幾歲便和富太有婚外情，毫不客氣的

簡羅素（ Ken Russell）說過，假如他有作曲家的天
份，他寧願做個作曲家都不想做導演。簡羅素不單只
在他的創作巔峰的1970年代拍過例如《馬勒狂想曲》
（Mahler，1974）以古典作曲家為題材的劇情片，早
在他的BBC年代，他便拍過不少類似題材的紀錄片，
當中不乏打破劇情片及紀錄片界線的作品。

《普羅歌菲夫》（ Prokofiev，1961）是簡羅素第二齣
為BBC拍攝的作曲家紀錄片，他第一位拍攝的作曲家
其實是英國作曲家Gordon Jacob，但他在今天已沒名
氣，普羅歌菲夫（ Serge Prokofiev，1891-1953）至
今仍是經常被演奏的作曲家，所以在某程度上，亦可
視作簡羅素首位拍攝的大作曲家。他在拍攝期間便與
監製對是否採用演員飾演普羅歌菲夫有過爭論，雖然
簡羅素無法如願用演員，但他仍能以表現主義手法，
重構普羅歌菲夫在音樂院中，藝高人膽大地以原創協
奏曲參加鋼琴考試，技驚四座的經過。

簡羅素用「反抗」來概括普羅歌菲夫的創作生涯，他
青年時反抗老師，流亡西歐時反抗善變的大眾口味，
回到蘇聯後則反抗政宣路線。簡羅素於 1964 年製作
的巴托（ Bela Bartok，1881-1945）紀錄片，則以
「鄉愁」及「自我孤立」做牽引，他將「故事」開始
在巴托的晚年，其時他為了逃避家鄉匈牙利的親納粹
政權，移民到美國紐約，靠整理東歐民歌的工作維
生。

這次簡羅素不單可以用演員飾演老年的巴托，還
把巴托的名作《神奇的滿大人》（ The Miraculous 
Mandarin）以電影形式展現。那首作品本為芭蕾舞
曲，故事是一個清朝官員（滿大人）誤墮美人計，被
匪徒殺死，卻也陰魂不散想和害他的美女共渡春宵。
簡羅素把故事放在英國街頭，但更重要的啟示，是他
把滿大人演繹成巴托本人壓抑的欲望。簡羅素將巴托
的作品視為作曲家本人的投射，除了滿大人，簡羅

《普羅歌菲夫 》

《巴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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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她維生。家境富裕的Louys也是德布西的「金主」，
直至Louys結婚為止。德布西又和裁縫之女Gaby相
戀，德布西拒絕教琴謀生，家計則由Gaby張羅，德
布西名成利就後卻移情別戀。影片另一個古怪場面，
塑造了德布西的孤高形象。場面是現代英國一個公寓
單位，年輕人在聽搖滾樂及跳舞，德布西卻把唱片換
掉，聽「自己」的音樂。

簡羅素在BBC時期最著名的作曲家影片，應該是
1968年《夏日之歌》（ Song of Summer: Frederick 
Delius）。這是用劇情片形式拍成，描述英國作曲家戴
留斯（ Frederick Delius，1862-1934）晚年在青年作
曲家Eric Fenby（ 1906-1997）的協助下，重拾創作
力的經過。1928年，Fenby是個無名作曲家，在英
國鄉下有志難伸，他在報紙讀到戴留斯在法國鄉間居
住，但因為大病，不單四肢癱瘓，病情進一步令他失
明，於是無法作曲。Fenby自告奮勇，跑到法國和戴
留斯夫婦同住，不收分文協助他作曲，戴留斯說出音
符，Fenby把音樂抄到樂譜。

影片改編自Fenby的戴留斯回憶錄，Fenby更是影片
編劇之一，可能就是這個緣故，簡羅素沒有採用像《德
布西影片》那種實驗手法。不過在故事層面上，簡羅
素也有像《德布西影片》般，揭示古典音樂界較少談
到，甚至刻意隱瞞的難言之隱。戴留斯長居法國，原
因並不單純是對英國反感，他還健康時，在法國鄉間

及巴黎都非常濫交，令他癱瘓及失明的，正是梅毒。
古典音樂界通常對作曲家的床笫事避而不談，但簡羅
素偏偏認為性和很多作曲家的創作力有關。

電視的小銀幕及低成本不足以裝載簡羅素的藝術視
野，大銀幕是他理所當然的出路，或者更重要的原因
是電影可以包含更大膽的題材。《樂聖柴可夫斯基》
（ The Music Lovers，1970）是以俄國作曲家柴可夫
斯基（ Peter Tchaikovsky，1840-1893）做題材，而
柴可夫斯基最廣為人談論的私生活，就是同性戀，野
史記載他是因為被人以此要脅而自殺，官方死因是霍
亂。

簡羅素以三位女性對柴可夫斯基的單戀作為愛情線，
她們是柴可夫斯基的弟婦、富有但相貌平凡的寡婦
梅克夫人，以及曾經和柴可夫斯基有過一段短暫婚
姻的Antonina Miliukova。簡羅素用很個人的觀點去
處理史實，將弟婦以及梅克夫人對柴可夫斯基的仰慕
寫成迷戀，由格蓮達積遜（Glenda Jackson）飾演的
Miliukova在簡羅素的演繹下，是一個人盡可夫的花
痴，她無法令柴可夫斯基改變性向，竟然出激將法，
去和柴可夫斯基的一眾後輩作曲家上床，這一點應該
是杜撰。不過片中指出柴可夫斯基的創作力，是和同
性戀欲望有直接關係，他拒絕自己的性傾向就會令他
的創作力枯萎。

相比之下，《馬勒狂想曲》對作曲家生平的演繹較低，
與其說簡羅素沒有發揮幻想，倒不如說是因為馬勒
（Gustav Mahler，1860-1911）的音樂要去到他逝世
五十年後才進入經典之列，現代人在發現他的音樂同
時，他的傳奇人生也被同時發掘。簡羅素在此片的最
大成就，可說是找到一種自由聯想的形式，把馬勒的
眾多心魔在一程火車上爆發出來，而且簡羅素對馬勒
的音樂的發揮，也較他其他的作曲家影片為佳，馬勒
神經質的音樂，和簡羅素的凌厲影像相撞出很強的化
學作用。

《李斯特狂風》（ Lisztomania，1975）應該是簡羅素
最瘋狂的作曲家影片，因為作曲家的生平及音樂已經
不是簡羅素的關注點，而是怎樣透過李斯特（ Franz 
Liszt，1811-1886）的傳奇人生，去和二十世紀的歷
史及思想扯上關係。李斯特除了是作曲家，也是傳奇
的鋼琴家，舞台魅力不可擋，他年輕時也和眾多女子
有染，年老時卻成為神父。簡羅素將李斯特在十九
世紀令女士瘋狂的舞台魅力，和二十世紀的搖滾巨星
劃上等號。李斯特由搖滾樂隊The Who的歌手Roger 
Daltrey飾演，簡羅素在拍攝《李斯特狂風》的同一
段時期，把The Who的一齣搖滾歌劇《巨星湯美》
（Tommy，1975）搬上銀幕。

簡羅素對李斯特的生平，去到任意杜撰的地步，但

也不能不佩服簡羅素的狂想。影片的性愛描寫頗為露
骨，但和《樂聖柴可夫斯基》相反，李斯特獲得創作
力的代價，就是要放棄他精彩萬分的性生活，簡羅
素以此來解釋李斯特從情聖到神父的轉變。影片的後
半去到亂作的地步，故事出現了「奸人」：改革了德
國歌劇，後來更做了李斯特女婿的華格納（ Richard 
Wagner，1813-1883）。這部片的「華格納」和希特
拉無異，想透過他的音樂去滅絕猶太人，李斯特要替
天行道阻止這個邪惡計劃，但失敗收場。只是簡羅素
的奇想，樂迷影迷切勿當真。

簡羅素再沒有於商業電影的領域拍攝古典作曲家，但
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他偶爾會回到英國的電視
圈，用較小的規模攝製作曲家影片。其中筆者覺得最
為有趣是1990年的《布魯克納的怪病》（The Strange 
Affliction of Anton Bruckner），布魯克納（ Anton 

Bruckner，1824-1896）是奧地利作曲家，一生人以
虔誠著稱，終生不娶。影片中的他到療養院休養，美
麗的護士令他感覺到奇怪的欲望，但誰說女人一定是
護士、醫生一定是男人嗎？簡羅素對性的關注或迷
戀，令這些有趣的影片，較難被保守的古典音樂界接
受。  

《樂聖柴可夫斯基 》 《李斯特狂風 》 《巨星湯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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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舞片碰上樂手片——《星聲夢裡人》的類型對話
張偉雄

不少影迷碰上《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2016）如
獲至寶，連忙相認。黃毛小子今時今日拍歌舞片是壯
舉，這場致敬這齣黃金時期荷里活片，那場出自那個
歐洲大師。最後的蒙太奇組曲片段，揭示它並非單純
致敬，Mia心性自由穿梭，乘着台上Sebastian與樂手
奏出的樂曲，一念間重返過去，回到他與Sebastian
人生第二次遇上的那個聖誕夜，孤獨的音樂溜到街上
觸動她，她（再次）走進餐廳，目睹Sebastian叛逆
地彈奏自由曲風被炒，Mia迎上前表示欣賞，話未說
完，Sebastian突然擁着她熱吻，然後拉她走。不同
的抉擇，頓構成不同的人生。像《疾走羅拉》（ Run 
Lola Run，1998）因某個抉擇而改寫人生，Sebastian

取代Mia現在的另一半，巴黎是他們愛情滋長之地，
跟她建立家庭。然而要改變的，定必是Sebastian的
事業前途，爵士之家的心願未必達成了。

第三次碰面 ，才打破沉默

經典歌舞片表現角色從現實出走，着重客觀氛圍，一
旦影機跨進演藝舞台，可集體華麗走一轉，或是以歌
為主，《仲夏夜之夢》式的一夜自我陶醉，通常未及
黃梁一夢亦一生的幅度，雞鳴就醒。再其次，就是以
舞為樂，綵排也一樣精彩，塑造身體即興的神話。《星

聲夢裡人》的Mia則是走出歌舞類型範疇，秉承荷里
活自《莫負少年頭》（ It's a Wonderful Life，1946）以
來發展的新命題及潛敍事：一個命運從懷疑到自我肯
定的推敲過程。該片中占士史超域（ James Stewart）
年輕時嚮往外闖，因弟弟出事，他無奈繼承家業，成
為市鎮棟樑，年長後遇上人生困頓而展現心結，後
悔當初沒選擇離開，老天使讓他看到若市鎮沒了他只
會一蹶不振，妻子會變成淒涼寡婦，並且從不認識
他。線性敍事回溯的本質未變，處境改變，平行的另
一人生或許似曾相識，或人面全非，但最後總是回到
舊軌跡，自我肯定。Mia不需要老天使指點，自如地
登入登出，一個人一廂情願精彩過後，冷靜回到現實
跟丈夫離開，比《紐約紐約》（New York New York，
1977）少了台後探望及後街惜別的尾聲。Mia時光倒
流回到重新打造命運的起點，當然不是給Sebastian
一次機會，更像是責難他欠積極的性格，錯失機會。
她的瀟灑轉身，再次準確反映Sebastian的無言以對，
儼然是一句「看，你愛我不夠」的評語。

大抵Sebastian喜歡爵士樂跟他寡言的性格有關，通
常最多是做個表情。Mia當然懂得Sebastian這些「無
言」emoji，他們經歷到第三次無言碰面，才正式在泳
池派對打開話匣。第二次相遇的「關鍵性」說過了，

回顧他們第一次碰面，天橋上交通擠塞，Sebastian
在開蓬車上反覆聽沒有歌唱部份的爵士樂句。導演
戴米恩查素（ Damien Chazelle）暗示Sebastian對開
場眾人解悶自娛的歌舞不聞不問，並響按催促前車。
《星聲夢裡人》類型對話的佈陣是： Mia屬於歌舞片
（musical），一個欲成為演員的少女，不時為她停滯
的人生聞歌起舞，找那暫時脫離現實的自娛時刻，而
Sebastian則屬於樂手片（musicians film），現實與理
想起衝突，但仍想為爵士樂找安樂窩，為自己安身立
命。

那 一 夜 ， 他 們 或 許 沒 到 過 G r i f f i t h 
Observatory

Sebastian明顯外冷內熱，或曰慢熱型，但不要以為
二人熟絡後，無言就不成問題。Mia總希望相處時互
相坦白，甚麼都可說清楚，Sebastian不想說得太白
時就開始閃避，因他自知心結兌換成犬儒的說話時會
傷人太甚。看那場烤焦燒雞的晚餐，平心靜氣商量相
處時間如何遷就，演變成吵架，最傷人的兩句都是由
Sebastian說出。他先說「沒有人喜歡爵士樂，就算
妳也不喜歡」，Mia立即反駁感到他傲慢，爵士樂不
是對他們的交往一直在起作用嗎？對於Mia，更痛的

一句是「妳不是演員嗎？（幹嗎說我的追求不對？）」
原來兩個藝術家交往，他們追求的藝術會隨時變成自
衛的利刃傷及所愛，因各有際遇，不自覺互相比較，
《紐約紐約》早說了這狀況，如此口吻也見於通俗青
春流行樂手片《如果我留下》（ If I Stay，2014），片
中嘉兒莫蕊茲（ Chloë Grace Moretz）也叫Mia，也
在充滿傷痕的關係上戰戰兢兢走着。《星聲夢裡人》
亦呈現這個不穩定關係，然而Sebastian真的處理得
輕率，他因為拍樂團硬照而錯過女朋友第一次獨腳戲
演出是不能原諒的，這反映他心底根本在打退堂鼓。
Sebastian這個「沉默」處世策略，則被Mia妥善利用，
你懂得退，我也找到後退的小花園，Mia把弄「歌舞」
的能力不自覺地一直昇華。未認識Sebastian前，Mia
的歌舞作樂是外向的，符合歌舞片的主流意識，有夥
伴有觀眾。兩人拍拖後，她的歌舞場面少了很多，甚
至曾經想過放下「歌舞片」能力，試圖以非歌舞方式
的獨腳戲打破事業困局，可惜一敗塗地。她想發掘寫
劇本的才能，踏上小劇場的舞台，究竟有沒有可能演
而優則編導，戴米恩查素也不清楚，沒有拍出來。然
而當她感到演藝之門將為她打開，在面試時被要求自
由演繹，她就藉着歌唱，唱出阿姨貪玩跳過塞納河的
心情，本尊歸位。《星聲夢裡人》平行時空的結尾不
是欠缺鋪陳的生安白造，她的「歌舞片」護照獲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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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發入境證，正是由Sebastian的沉默簽成的。

還記得他們第一次約會，以研究演技之名去Rialto戲
院看《阿飛正傳》（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
正要在漆黑中輕吻，遇上Griffith Observatory一幕，
放映機過熱燒片了，Mia說有個主意，接下來就見到
二人像占士甸（ James Dean）與妮妲梨活（ Natalie 
Wood）駕車去到天文台實景，神奇地門戶大開，無人
看管，二人共舞，實景加舞台加特效，做出天上人間
式的超現實昇華。二人全程沉默，沒有觀眾（那是古
典歌舞片謹守為誰而跳的原則），於此，根據我的邏
輯推敲，有權懷疑這全是Mia的個人想像，Sebastian
其實沒有陪Mia到來。在二人情緣來到秋盡那一場，
Mia試鏡後與Sebastian來到Griffith Observatory下，
Mia問：「我們現在在哪裏？」Sebastian答：「Griffith 
Park囉。」Mia以強調口吻再問：「我們―現在―在
哪裏？」言下之意是：我們的關係到了哪一地步？不
讓Sebastian迴避。這次Sebastian成熟了，分析形
勢後，決定這是Mia獨闖的時候，好心分手。Mia說
出最愛是你，Sebastian抬頭一望，說日間看Griffith 
Observatory很醜，Mia同意回應：「我見過更好的。」
這是她其中一句口頭禪，在他們離開通宵派對，在山
路上鬥嘴時，她望着山下燈火，說過同樣的對白。雖
不是實牙實齒證據確鑿，但我真的認為，天文台之舞
從來不是真的，而是Mia能人所不能，在個人「歌舞
片」的心間，見過更好。

星光的城市：我唱我的 ，妳和應妳的 ……

Richard Dyer在〈 Entertainment and Utopia〉1一文
提出以 representational signs及non-representational 
signs檢視歌舞片的合成與表達，前者是電影世界
與現實人生互相修補的直接對應，後者則以音樂電
影的元素如顏色、質感、運動、節奏旋律及鏡頭
構成，深省其內在態度，歌舞場面幾時都是聖像式
（ iconic）的。Dyer以列表檢視，以精力（ energy）、
豐足度（ abundance）、緊湊度（ intensity）、透明感
（ transparency）及社會（community）描繪五種範圍，
發掘個別歌舞片或零或整的個人價值觀及社會、時代
的投射。這並非好壞標準的評價機制，而是藉由此消
彼長的效果陳現，反照心緒的配置和側重。我會承認
此文的論述方向，除了對歌舞片／樂手片內容形式的
個人發現，部份啟發自Dyer這個「娛樂架構」，而透
明感，即使兩情相悅的境況也是我最大的關注。《星
聲夢裡人》的主題曲〈City of Stars〉曾兩度唱出，關
乎二人對音樂／歌舞的寄意與憧憬。第一次在碼頭，
是Sebastian個人在音樂上第一次主動踏進歌舞片的
抒發意境，呈現內心世界的不安：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他的寄意在遠處的彩霞，亦在近處的一對陌生老夫

婦，說的應該是爵士樂。他很孤獨，亦很安穩，鮮有
的歌唱，卻也守在習慣的沉默裏。第二次唱，則回到
現實家裏，他自彈自唱了第一段，Mia像插嘴般加入：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ve finally come true

然後來到她主領的第二段唱和：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音樂部份延伸下去往「通天」（ non-diegetic）的成份
發展，帶出二人各自奮鬥的蒙太奇片段，戴米恩查素
其實在鋪排暗湧，喜與憂順與鈍此起彼落。只要回到
歌詞的基本表達，即看見「我的」跟「我們的」在衝
突，歌曲的抒情本屬於Sebastian個人的，卻被Mia
入侵，生活的蒙太奇跟碼頭上的長鏡頭明顯對立。

弔詭的是，傳統歌舞劇或歌舞片早跟爵士樂簽長約，
是要有歌詞和Big Band音樂的。Mia的鍾情憑着通天
音樂載歌載舞，跟Sebastian渴望襁褓的Bebop，倒
真可以相親相愛像一家人，然而Sebastian驕傲堅持
說不，Mia亦帶自卑地退守。我隱隱然覺得，二人都

有說不出口的自覺不合時宜。Sebastian的人生追求或
許是對《午夜巴黎》（ 'Round Midnight，1986）提供
時代的答案，在該片中，美國老樂手的落寞與法國樂
迷的無奈陳述冷暖現實，有幸覓得晚來短促相依。來
到千禧之世，Sebastian的條件和期盼是讓兩者結合，
不是做The Messengers的琴鍵手，而是做唯一的守
護天使，只要給樂手（包括自己）建造一個安樂窩就
可以了，必然手段是排除其他非純粹爵士樂的喧鬧。
2016年已經進入音樂多元夾雜的時代，Hip-hop要
以暴力赤裸呈現音樂，Bebop的婉約爵士樂儼然已完
課，Sebastian身為一個白種年輕琴鍵手，找一席之
地讓自己跟爵士樂安身，立不到命也蠻不錯的。

Mia對「通天音樂」的駕馭力，令她自我創造精彩歌
舞片段，古典歌舞片論述經常視之為烏托邦憧憬。回
應這個時代不再那樣載歌載舞，Mia的理智更包含應
有的自我保護，她認清命運，把自己看得透徹，既然
找不着相相對對的浪漫，那麼，一個人的浪漫還是挺
不錯的，二人理智分開才各有所「成」。這次（再次）
走進曾經相遇的餐廳，已經是Sebastian的夢想之地
了，她再次把他在台上演奏的爵士樂拉過來變成Big 
Band味道，就像家裏合唱〈City of Stars〉那樣，是
Mia最後作「歌舞片」態度的宣示。到此，在歌舞、
音符博弈的相處過後，各自回到無言以對去。  

註：
1 〈Entertainment and Utopia〉一文載於《Only Entertainment》一書， 倫敦： Routledge， 1992， 頁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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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曲家遇上電影
吳月華

筆者有幸訪問了兩位香港電影音樂的作曲家 ，他們不約而同第一次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

樂便獲獎 ，也同樣與金培達分享這個獎項 。一位是善於配合人物情感和場面創作優美旋律的高世章 ，另

一位是與新導演合作無間的新晉作曲家波多野裕介 ，他的音樂充滿內在的活力 。兩位出色的電影作曲家

不只才藝出眾 ，為人亦謙遜 、平易近人 ，訪問氣氛愉快 ，也讓筆者獲益良多 。

高世章
音樂 、情 、場面

高世章自小愛聽巴哈、貝多芬的古典音樂，志願當音
樂家，留美學習音樂時，愛上將不同類型的音樂共冶
一爐的音樂劇，因此畢業後選擇繼續深造百老匯音樂
劇，但當他在百老匯創作的音樂劇獲奬後未幾，他毅
然放下一切，回港發展，希望以自己最熟悉的語言譜
出自己的作品。他在港上演的音樂劇《四川好人》，
吸引了正在準備替陳可辛《如果．愛》（ 2005）作曲
的金培達。兩位作曲家由討論音樂劇開始，金培達繼
而邀請高世章共同創作《如果．愛》的音樂。當時影
片已有第二或第三稿劇本，金培達亦已在劇組內。

日後每當高世章告訴電影公司要用三至四個月作曲，
已把他們嚇壞，但這齣電影兩位作曲家花了一年多與
劇組開會才開始工作，而且是先作曲，後拍攝。最先

是寫歌，每首歌一個人先寫，完成後再一起商討和修
改，但不會重作對方的歌曲。高世章負責創作影片其
中六首歌曲，各有特色，包括影片兩場重要的歌舞，
一是節奏明朗歡快的首場歌舞〈人生蒙太奇〉，另一
首是點出影片主題男女主角記憶與遺忘之間的〈十字
街頭〉。

高世章的創作亦特別注重人物的情感發展，苦澀的
〈妳是愛我的〉是他創作得最快的一首歌，即使情感
澎湃的〈男人本該妒忌〉最後一句還是回歸到〈妳是
愛我的〉，另一首關於男人苦澀之情的是金城武每次
讀信都會唱的〈假如〉，而帶出男女主角重遇的曖昧
情感分歧的〈忘了我是誰〉，則是一首旋律優美的民
謠，令人難忘。

電影跟音樂劇同樣可運用不同類型的音樂，高世章認
為兩者最不同之處是音樂劇的作曲家比較能控制戲劇
的發展，而電影則以導演作主導，作曲家配合。《大

魔術師》（ 2012）的爾冬陞是少數於前期階段已找高
世章商討拍攝事宜的導演，因為影片有不少舞台的魔
術表演，高世章替影片創作音樂之餘，導演也會向熟
悉舞台演出的他詳詢舞台設計的事宜，甚至是台下樂
隊池的大小位置，內有甚麼樂器，但高世章最後在配
樂用的樂器較他建議的樂隊為多。

高世章很喜愛這齣電影，因可嘗試不同類型的音樂，

《大魔術師 》

《如果． 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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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初年代的舞會，可以讓他創作帶有中國味道的西
式跳舞音樂，亦有多場以不同音樂去配襯的魔術表
演，高世章最喜愛的是水墨畫一場。這場戲是女主角
柳茵（周迅飾）和她的魔術師未婚夫張賢（梁朝偉飾）
重遇，張賢以水墨畫魔術表演講述二人往事。這場表
現的是二人重遇但不能相認的壓抑但澎湃的情感。高
世章第一次看這片段，已知道必須用情感很強烈的旋
律來表達二人情意綿綿但略帶傷感之情，即使沒有畫
面，單憑音樂已能感受到這浪漫的場面。

同樣是包羅萬有的《捉妖記》（2015），劇組只知要有
歌曲，負責美術的奚仲文提議找與他合作過《如果．
愛》和音樂劇《雪狼湖》的高世章。第一首寫的是竹
高（曾志偉飾）和肥瑩（吳君如飾）被抓後，向天師
羅鋼（姜武飾）求饒時的插曲〈乞求炒飯〉，這首歌
類近荷里活動畫的歌曲，因片段有一大班小妖歌舞附
和，高世章便加入一些奇怪的聲音配合妖怪的動作。
完成這首歌後，他們又想加插一首非劇情時空（ non-
diegetic）的歌曲，是關於女主角的父女情，是用陶笛
伴奏，於是高世章創作了旋律優美的〈明天你會在哪
裏〉，導演許誠毅還問他如何吹奏，好讓演員照做，
高世章便拍了段短片給導演。許誠毅對兩首歌也很滿
意，便請他為整齣電影作曲和配樂。高世章看過劇本，
既有古代東方的背景，又有小妖滑稽的歌舞場面，亦
有人妖相愛及打鬥的段落，是一齣涵蓋多種元素的電
影，他認為難以用單一風格貫穿整部影片，於是決定
以一種大雜燴的方式配樂。

雖然有些電影，高世章在前期階段已參與，但大部份
是完成剪片後，作曲家才開始配樂。亦有如《投名狀》

（ 2007）由於後期的時間不足，配樂是由幾位作曲家
同時寫，每人只看到自己負責的段落，作曲家之間沒
有溝通過，但因高世章寫了〈兄弟情〉的旋律，其他
作曲家也要用這個旋律來貫穿影片，最後由陳光榮和
金培達負責在北京錄音，出來的感覺竟然一致，這要
得力於陳可辛的清晰指示和影片的風格強烈。

找出主題和問題

與高世章合作的導演甚少干預音樂創作和放音樂的位
置，他亦未試過與導演有很大的分歧，因為戲劇本身
的需要，基本上決定了用多少音樂。除了剪接師剪片
時已放上影片的音樂，他甚少會聽參考音樂。他會先
看電影一至兩次，抓到影片的中心點，他便會根據人
物和場面創作相應的配樂。《魔警》（ 2014）是他首
次嘗試為心理失衡的主角寫音樂，在眾多的不快場面
中，高世章特別為主角王偉業（吳彥祖飾）與能讓他
平靜的婆婆（馮素波飾）創作一段旋律，描寫主角在
混亂的世界找到安慰，來突顯婆婆平衡偉業的重要位
置。他又為以韓江（張家輝飾）為首的匪黨創作另一
旋律，來表現邪惡世界。

導演林超賢對這些心理描寫的文戲配樂沒有太大意
見，唯獨是三場槍戰的戲，林超賢連番要求重寫，高
世章百思不得其解，最後不顧已是半夜一點，致電金
培達求救，金培達看後點出音樂太慢，叫他試試加快
節奏，果然高世章改了節奏後，便達到導演的要求。
高世章就此領悟原來很簡單的修改就可改變音樂的觀
感。

都是描寫心理失衡的《暴瘋語》（2015），高世章的處
理方法不同，較多用旋律性的音樂。因為影片中，周
明傑（黃曉明飾）心理失衡部份是源於兒時的心結，
因此高世章將兒歌〈Ring Around the Rosy〉改寫成很
不安的感覺，作為周明傑對着鏡內的范國生（劉青雲
飾）崩潰時的配樂，後段即使有刀傷或其他配合動作
的嘈吵聲音，這旋律仍存在，用來營造詭異的感覺。

同是描寫兩代情，《親愛的》（ 2014）導演陳可辛希
望電影更接近藝術電影的風格，盡量少音樂。高世章
看片後，決定用一支大提琴和一支小提琴貫穿整齣電
影，大提琴作為父親的溫暖情感，兒子則以小提琴的
高音域部份表現他的虛弱。其中最重要的一場戲是兒
子被拐後，父親往車站四處尋找，其實兒子也在站內，
高世章用了哀傷的大提琴旋律，與小提琴的高音造成
微弱的音樂對話。最後，當兒子在車站消失後，小提
琴的聲音亦隨之消失，只剩下幽怨的大提琴，藉着兩
支提琴簡單地以音樂帶出戲劇和人物的情感。

跨越年代父子情

另一個圍繞父子的故事，改編自日本舞台劇的《脫皮
爸爸》將父子的恩恩怨怨，轉變成有趣的演出。導演
司徒慧焯亦是香港舞台版《脫皮爸爸》的導演，與高
世章相識多年，對影片音樂唯一的要求是保留舞台版
〈Over the Rainbow〉一曲。高世章認為電影音樂跟音
樂劇，在處理音樂與戲劇的關係不同，舞台音樂比較
着重連貫性，而電影的畫面與音樂不必一致，音樂可
以與畫面「相撞」。

《脫皮爸爸》故事帶有奇幻色彩，若再用太神怪的音
樂便令影片花多眼亂，吳鎮宇飾演的田一雄常彈的
ukulele（夏威夷小結他）啟發了他。對高世章而言，
ukulele是一件音域狹窄的簡單樂器，讓他想到應用最
簡單的音樂去襯托這齣電影，但音樂不是他最擔心的
部份。影片近尾聲，六個不同年齡的田一雄同場出現，
各人手拿一件簡單樂器唱歌給自己最愛的人聽，這部
份反而令高世章有點擔心。錄音前，高世章估計沒有
太多歌唱經驗的吳鎮宇，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掌握
不同年紀的聲線，高世章亦要求吳演繹年紀最大的部
份時，歌詞不要唱得太清楚。想不到吳鎮宇音樂感和
節奏感也很好，亦控制到不同的聲線，錄音只花兩小
時便順利完成。

也是講述跨越年代父子「 情仇 」的《 老港正傳 》
（ 2007），高世章只有很短的時間做音樂，因為影片
要趕着上映，是高世章最快完成的一齣電影，只花了
三星期。導演趙良駿只要求他為影片創作一個旋律，
但高世章沒有將父子情作為音樂設計的重點，高世
章將他對香港和他成長那個年代的感覺來創作主題旋
律，因此他十分喜歡這個旋律，在影片中也多次重複
使用。

邁向未來

高世章十分慶幸他參與的每齣電影也有自己喜歡的部
份，未來亦希望嘗試不同類型的影片，但最希望嘗試
的是他喜歡看的鬼片，正因為是最愛，他怕自己做得
不好，但若有人給他機會，他仍然願意嘗試。

《捉妖記 》 《魔警 》 《脫皮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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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野裕介
無師自通的音樂之路

跟目標清晰的高世章不同，活潑的波多野裕介所走的
音樂之路頗為戲劇性。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的他，小時
候曾學過鋼琴，十歲舉家回日本後便沒有接觸音樂。
十五歲又全家遷居馬來西亞，但他卻在新加坡讀書，
那時他愛上遊戲機音樂。十七歲時突然萌起作曲的念
頭，隨即買琴譜自學，將全副精神放在音樂創作上。
十八歲高中畢業，他決定往澳洲讀大學，最初是讀數
學，創作的熱情使他帶着自己的作品報考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音樂學院作曲系，報
讀音樂學院的一項條件是八級鋼琴，他便又買琴譜和
CD自學，他笑言替父母省了不少學費。

當時該校作曲系只有Philip Bracanin一位老師，並打
算離職，卻因波多野的熱情，為了教他而延遲離開，
Bracanin更是第一個稱讚波多野有作曲才華的人。波

多野是作曲系唯一的學生，他亦由那時才開始有系統
地學習古典音樂。在一次澳洲的歌唱比賽，來自香港、
修讀音樂管理的 Jean邀請波多野為她在決賽時伴奏，
波多野的演奏融入了豐富的情感。Jean也將波多野帶
到香港，波多野十分喜愛香港，也很快在港找到一份
鋼琴演奏的工作，一星期工作七天之餘，也於工作期
間學會了不少中外流行曲目，閒來又與一些香港的音
樂人合作，替流行曲或MV編曲、作曲，波多野認為
不同的音樂經驗對他從事電影音樂創作也有幫助。今
天已是波多野太太的 Jean既是他音樂事業的拍檔，也
是他的即時翻譯。

摸索與嘗試的短片時期

不少新導演拍短片時便已和他合作，而他參與的第一
齣電影是《重口味》（2013）中的〈驚嘩春夢〉，是關
於兩名「宅男」的故事。波多野和 Jean也認為波多野
和此片導演黃智亨性格頗相似，外表很冷靜，但卻愛
瘋狂的事物。黃智亨的短片便引發了波多野宅男的一

面，打機、動漫和兒時的一些感覺全都跑出來，因此
他收到影片很快便完成音樂，導演也沒有要求修改。

波多野認為短片節奏比較快，可以每場都有不同的
音樂即時回應角色的情感，不用花費氣力去維持觀
眾的注意力，也可以嘗試不同類型音樂的配樂效果，
如《 GOOD TAKE!》（ 2016）的〈水泥〉、〈囍宴〉、
〈Good Take〉三齣短片便是三種風格的電影。波多野
很快抓到好朋友黃智亨〈囍宴〉中父子情的感覺，而

《重口味 》

《GOOD TAKE!》〈囍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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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與安生 》

〈囍宴〉的旋律更是他十分滿意的作品，至今他也會
彈奏。〈Good Take〉的導演黃進第一次見波多野已有
影片和供他參考的音樂，但波多野卻做了一些略為不
同的音樂，黃進大致上也很滿意，只有一場戲他想改，
便到波多野家二人一起不斷試不同的音樂，直至黃進
滿意為止，有時好像二人一起作曲，這也是他們日後
合作的模式。

至於〈水泥〉，波多野原本想以電子音樂去營造影片
驚嚇的效果，但配上去後，他和導演曾國祥感到不夠
劇力，因此改用較傳統的聲音才能配合到影片懷舊風
格所渲染的恐懼效果。因為是短片，即使重做一次所
花的時間也不會太多。長片的創作方法很不同，全片
的音樂要有主軸，讓全片音樂聽起來比較統一，因此
主旋律不能太沉悶，這方面波多野自言要向金培達學
習。

導演性格與影片音樂風格

波多野認為每位導演的作品往往很似他們的性格，能
抓到他們的品味，便能理解導演們的創作意念。《全
力扣殺》（ 2015）是波多野第一次參與長片，兩位導
演黃智亨和郭子健一冷一熱的性格便是一個很有趣的
地方。郭子健也是主要和波多野溝通的人，他真的像
電影中常說的「很有火」，波多野便將郭子健火一般
的性格放進影片音樂。黃智亨在團隊有兩個職位，作
為導演，他會留意全局，常提出獨特的意念，同時也
負責影片動畫部份。當郭子健決定不了時，黃智亨便

較理性地去給波多野方向。

《幸運是我》（2016）的導演羅耀輝是編劇出身，波多
野也是先收到劇本便開始創作。羅耀輝給予波多野很
大的空間，只是讓波多野知道他喜歡的音樂類型，對
影片的音樂沒有給太多指示或參考。羅耀輝是一位愛
下廚的人，波多野認為張繼聰在廚房邊煮飯邊玩音樂
是影片最有趣的一場，他花在這場的時間也較多，改
了三次，二人也希望將這場的音樂做到最好。第一
次收到 sample footage後作曲，試過幾種搖滾樂的類
型，最後選定了一種風格，導演亦很滿意，只是配合
剪接略作修改而已。（編按：那種風格像1950年代，
例如Chuck Berry的懷舊風。 ）

獲 金 像 獎 最 佳 原 創 電 影 歌 曲 提 名 的〈 B e t t e r 
Tomorrow〉，原來是波多野寫給他心愛的貓Kiki，他
視Kiki如女兒，寫歌前一天剛好給Kiki抓傷，所以歌
詞第一句就是：「You look at my face, the scratch on 
my skin...」。雖然波多野臉很痛，但心裏仍很疼牠，
這複雜的感覺就像主角阿旭與芳姨的關係，抓住這感
覺便創作了〈Better Tomorrow〉。波多野沒有想過自
己唱這首歌，收錄在片中的版本原是demo，大部份
樂器都是自己做，但導演就是喜歡他唱得不太專業但
很開心的感覺，很有獨立電影的個性。原本一開始導
演已決定會用林欣彤唱的〈幸運是我〉作電影的主題
曲，但這歌不是原創歌曲，所以當電影公司報金像獎
時便以〈Better Tomorrow〉報名。雖然沒有獲獎，但
卻令波多野裕介有機會在金像獎頒獎禮表演，讓他感

到「幸運是他」。

大部份導演都只給波多野一個方向，他便自行按影片
的需要而加上音樂，但《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每一
個細節也要做到最好，很清楚要甚麼，而且很有音樂
天份。《一念無明》是波多野花最多時間做的一齣電
影，從開始至完成差不多做了一年。因為做完音樂，
又再重剪，於是又再做音樂。最初限於製作費，只用
電腦做音樂，後來有製作費可以用真樂器錄音。這時
影片已完成，黃進跟波多野一起錄音，錄音時會提出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以配合影片。波多野認為用真樂器
配樂後，情感強烈很多。

《使徒行者》（ 2016）則是最快完成的一齣電影，導
演文偉鴻相對其他新晉電影導演，經驗比較豐富，他
是電視台資深編導及監製，給予的指示很清晰和準
確，很清楚音樂如何為影片營造緊張的氣氛。再加上
波多野接着要替《七月與安生》（ 2016）做音樂，沒
有太多時間修改，文偉鴻高效率的工作方式和清楚的
修改指示，讓整件事很快完成。文偉鴻對音樂的要求
是要像荷里活大片，但亦要有新的感覺，製作費也
允許波多野可以用大樂隊錄製荷里活式的配樂，並加
入了電子音樂的節拍，讓影片聽起來不完全是傳統的
感覺。片首在巴西拍攝的場面，波多野特地用了演奏
巴西戰舞Capoeira的一種樂器Berimbau配合樂隊。
Berimbau是用椰殼造的樂器，但亦是一件武器，琴弓
可以用來射箭。這種樂器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而非
很典型的拉丁音樂，波多野請來一位香港管弦樂團的

樂師朋友演奏Berimbau。

《七月與安生》是關於女性之間的情與愛，跟男性友
誼很不同，但卻是他很有興趣的題材。因此在收到劇
本後他已開始創作，寫了很多旋律，看了影片後又再
寫，配合畫面後覺得不夠好，又再寫，所以寫了很
多旋律都沒有用上。他完成整齣影片的配樂，導演曾
國祥和監製陳可辛請金培達幫忙修改。二人並沒有見
面，但金培達卻能將自己的創作融入波多野的音樂，
只改了少許便增強了戲劇效果。波多野在首映時才首
次聽到修改後的成果。整體而言，波多野認為前半段
關於兩位主角年少時快樂的音樂比較像他，中段兩者
皆有，後半段情感比較深沉、複雜的部份則較像金培
達。這可能跟二人性格和人生經驗的特質有關係，對
波多野來說，這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勇於嘗試

談到未來，波多野裕介也有和高世章相同的願望，就
是可作出不同的嘗試。波多野希望像影響他甚深的日
本作曲家菅野洋子那樣，既能為不同媒體創作音樂，
而且作品水準十分高。其實波多野裕介配樂的《時空
之門》遊戲也於去年推出了，他也為即將上映、新導
演盧煒麟的《今晚打喪屍》配上搖滾樂，對他而言也
是新嘗試，但他希望日後將會有更多不同的嘗試。  

《一念無明 》《幸運是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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