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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今期專題「攝影風格」不求高深或多角透視，
我希望能夠誘發讀者∕影迷的興趣，刺激日
後更有質素更深入的風格討論。首先邀得「光
形——1970年後黑白電影美學」策展人之一
喬奕思小姐分享，從胡波的短片《井裏的人》
（2017）到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1993）
等片，當代黑白片承載的逆流信息。為配合不
久將來我有份策劃的電影節目，有點私心地約
了兩篇文章介紹恩曼努路本斯基（Em m a n u e l
L u b e z k i ）的出色攝影藝術：博比從畫面質感
和感受入手，而何阿嵐則重點書寫他跟泰倫斯
馬力（Terrence Malick）長期合作的理解和
體會。
我個人也書寫新鮮滾熱辣、三齣亞洲國度的
《十年》風格，自覺是一代人難得的心照互
望。不能忽略是香港電影的獨特風格，我跟剛
卸任電影攝影師學會會長的柯星沛先生，及好
友林紀陶先生對談「甚麼是香港電影風格」，
從流行一時的鬆鏡（zoom）開始，以速度、角度

及顏色運用，搜畫一遍當代香港電影。
在斧山道片場的長斜路，車子擦身而過，遠遠
見到鄒文懷先生彬彬穆和的身影，於我還是歷
歷在目。當年入行打威禾工，大老闆其實是嘉
禾，這是所謂的衛星公司制，令嘉禾在七、八
十年代脫穎而出，成績超趕邵氏。衛星制點將
人才，個性電影此起彼落：李小龍動作片、許
氏兄弟喜劇、洪金寶成龍功夫喜劇、麥當雄寫
實話題作……；新藝城及德寶也源用此模式，
三線鼎立打造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黃金期。
鄒文懷先生於10月30日與世長辭，享年91歲，
傅慧儀小姐作為文化工作者後輩及時賜文，予
以深切懷念，既有近距離接觸，又去宏覽鄒文
懷先生的貢獻。

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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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

2

《黑社會》（Election）

3

《迷魂記》（Vertigo）

4

《阿飛正傳》（Days of Being Wild）

5

《羅馬》（Roma）

6

《拳王阿里》(Ali )

7

《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

8

《沙漠中的耶穌》 (Last Days in the Desert )

9

《冬春的日子》（The Days）

10 《曼克頓》（Manhat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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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風格

甚麼是香港電影風格？
柯星沛、紀陶、張偉雄三人談

Track Back, Zoom In ： 攝影的戲劇性
雄：早期羅維拍李小龍有用zoom，但到了《死
亡遊戲》（1978），李小龍腦裏只有武打，追
求對打的力量，戲中便沒有用zoom了。李小龍
是否在解構以前動作片的拍攝方法？我覺得他
是想寫實一點。另外，這時期最特別的變化，
就是鍾志文在許鞍華的《瘋劫》（1979）運用
了track back zoom in（推軌拉後變焦鬆入）鏡
頭，鏡頭的心理性就在這時開始。

李小龍在《死亡遊戲》中追求對打力量

日期：2018年10月18日
地點：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址
紀錄：柯家紈

《阿飛正傳》

香港電影風格，是全動感、全知敍述、快節奏、中西合璧、插科打諢、折衷主義、圍城意識（無
能男與古墓女）、道教民俗觀、線性敍事、大雜薈精神、城市美學、功夫打鬥、武俠野史意識、
草根性、手工藝定位、政治不正確、無厘頭特色、人鬼神三界觀、江湖文化、小男人意識、大唐
人街意像、次類型精神、混類型性格……，從殖民地到特區，全說中？在流失中？或是已經全說
不準？柯星沛、林紀陶、張偉雄三人粗淺談香港攝影美學，企圖回到起點，重新掌握。
香港風格，由武打片說起
雄：香港電影攝影有沒有集體風格？有否經由
某些攝影師的個人特性而帶動風格形成？香港
有一個階段以動作片為主，廣泛運用zoom（鬆
鏡）在邵氏武俠片是很常見的。拍攝上方便、
快捷，不妨叫它做折衷主義。
沛：邵氏絕大多數是有功夫、打劍等官能刺激
的動作片。那時的人認為，如果打招式，後期
剪得零碎就不是真功夫，是假的花拳繡腿。於
是一個鏡頭打二十招。如果整個鏡頭從頭打到
尾，一個鏡頭的景別怎可能服侍他打十八下？
很悶的嘛。所以打的時候不是橫線走而是立體
走，拍 side shot（側面鏡頭），演員腳一掃、
刀一揮即zoom，再剪接到他的表情。這大概是
那時的風格，導演認為這樣拍才是「堅料」
（真材實料）。
陶：我們可從三方面去找到香港風格：速度、
角度、色彩度。功夫片用 zoom in（拉近）、
zoom out（推遠）製造動作效果，即張偉雄說

的折衷主義，是為速度。重視角度尤其在新
浪潮時期可見，譚家明的《名劍》（1980）
便很有代表性。而後來徐克的《英雄本色III
夕陽之歌》（1989）、《黃飛鴻》（1991）
多 用仰鏡，令觀眾在銀幕看時有透視感，像
螞蟻望英雄，增加戲劇效果。進入八、九十年
代，我們常用顏色表達氣氛，如《阿飛正傳》
（1990）有一種獨特的綠，劉偉強《無間道》
（2003）和杜琪峯《黑社會》（2005）都在
找一種「實黑」。
沛：回應紀陶說的速度和角度，以前的攝影機
很大部，用 track shot（推軌鏡頭）已經很好
看，不像現在可以 handheld（手持攝影）；早
期只有定焦鏡頭，七十年代zoom技術成熟後，
方便得很，於是人人都用。而新浪潮時期，每
個人對於「甚麼是影像」各有看法，徐克就是
受漫畫影響。所謂影像是從整體來看，包括美
術、剪接、演員、音樂。另外，那時正是邵氏
年代與新一代電視台菲林組出身的工作人員
的交接期，新浪潮的中流砥柱幫攝影師如黃仲
標、鍾志文就在這時出現。

沛：當武術變成藝術時，李小龍實在不想用花
巧鏡頭。他想告訴觀眾自己打的是真功夫，不
是靠剪接。Tony Jaa的動作片也總有武打長鏡
頭，想展現難度多高、多痛。
陶：功夫片最關鍵在於演出者有沒有功夫。李
連杰拍《黃飛鴻》時有些動作只有他做到，連
替身也做不到，所以珍貴在於演出者。後來功
夫片不單以功夫明星為賣點，還強調整體視覺
風格。徐克在《狄仁傑》系列想觀眾專注動
感，便將鏡頭突然變成慢鏡，遂深化了功夫世
界。功夫的表達不再在於演員，而在於攝影師
和導演的能力。

徐克在《黃飛鴻》多用仰鏡

好，用鏡頭說明張艾嘉的顫慄感。但這鏡頭的
戲劇性太強烈，攝影突然變成主角，不容易統
一敍事氣氛，對平實敍事而言尤甚，所以大家
都少用了。

沛：至於track back zoom in，最著名的要數希
治閣（Alfred Hitchcock）拍《迷魂記》（Vertigo，1958）所設計的鏡頭。希治閣的故事性
不太強，但在研究何謂影像、運用影像方面最
偉大。

動感∕動作美學

雄：為何track back zoom in只是風行一時？現
在全世界也不再流行。

沛：邵氏年代的功夫片已奠定香港動作片在東
南亞乃至全世界的地位。吳宇森的慢動作鏡頭
受張徹影響，張徹則是受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阿瑟潘（Arthur Penn）等人影響，
《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 ，1967）

沛：這個鏡頭要用得恰到好處，在最有效力
的時候才用，濫用便沒意思；拍攝上也需要很
多技術支援，不是光有器材就行。而且這個鏡
頭很複雜、很麻煩，除了要技術，也要有錢和
時間。
陶：後來的導演不太喜歡這個攝影效果，因為
效果太強，搶了戲。《瘋劫》在戲劇上用得很

雄：香港電影的動感也是一個階段性指標。八
十年代吳宇森、林嶺東、陳廣鴻、劉偉強是當
中的佼佼者。

最後一場亂槍掃射全是慢鏡。吳宇森有其浪
漫的動作美學，動作很美，配合音樂就像在
跳舞。我們看功夫武俠片看了幾十年，可有新
意？章國明的《點指兵兵》（1979）、《邊緣
人》（1981）、林嶺東的「風雲三部曲」均講
正邪對立、卧底題材，橋段很震撼。林嶺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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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回歸原始。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畫
作《聖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

thew）裏頭的一束光，正正影響了意大利攝影
師斯托拉羅（Vittorio Storaro）一生。
陶：《香港製造》因為過期菲林而找到另一種
戲劇形式，未必是導演的要求，這時攝影師便
發揮很大作用，足見電影最重要的是共同協
作，不同崗位的作者互相配合。攝影師從劇本
和導演的意圖找到大家共融的風格，其貢獻令
電影更有層次、更立體。導演專注故事內容，
攝影師則專注視覺表達。這種融合方式在香港
電影有很多成功例子。

《無間道》和《黑社會》都在找一種「實黑」

的是質感，發揮男人的暴力，並非浪漫主義。
到後期的已經不是動作片，只是戲裏有打鬥，
動作已融入戲劇和人物。劉偉強的《古惑仔》
系列用handheld拍，好處是快、原始粗糙，甚
至不用打燈，攝影機跟着演員進入戲劇世界，
而不是單單為了捕捉動作。

沛：這牽涉到菲林年代，微粒就是與菲林有
關，雖然現有技術也模仿得到。七十年代大部
份香港電影搭廠景拍攝，易於控制大局。而方
育平拍的是家庭倫理、寫實的東西。他真的在
屋邨拍，很raw，環境黑漆漆就黑漆漆，追求
生活感，有種在說真實故事的感覺。

雄：劉偉強在《古惑仔3之隻手遮天》（1996）
裏拍屋邨拍得很像方育平，敍事並非強調動
作，同時他又知道動作怎樣拍才好看。《旺角
卡門》（1988）那段step printing（偷格加印）
更是經典。

雄：即是光源不足出現微粒，反倒成為了這些
電影的性格。

陶：劉偉強執導的電影志不在故事。《愛君如
夢》（2001）充分表現他將攝影帶進戲劇，透
過探戈舞表現男女之間的情感角力。戲裏梅艷
芳和劉德華在一場探戈表演中貌合神離，揭示
這是二人的分手時刻。不單是男女主角在現場
跳舞，攝影機也隨着舞步表達戲劇效果。
菲林攝影：真實粗糙的質感
雄：從方育平作品、《香港製造》（1997）到
翁子光的《踏血尋梅》（2015），我覺得可作
為不同時代的指標，以現實思維為考量，可見
一種結合環境的香港攝影風格。粗微粒是其主
要特色。

沛：可以這樣說。當時技術性不高，在預算不
足的情況下，影像固然重要，但只好先以戲為
主。至於影像怎樣將電影昇華，不靠對白表
達，只靠影像說話，是最難的。陳果的電影雖
然具社會性卻戲劇化，拍得太寫實不好，所以
我拍的時候會在影像上調味，用藝術的方法畫
些色彩上去。至於平實風格，現在很多人拍戲
都以順理成章的方式拍，影像上不會有突破。

沛：對。同樣，為何夜晚總是藍色，是因為格
里菲斯（D.W. Griffith）將其黑白片《一個國家
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染
色，以便區分日夜，並用藍色代表夜晚。由於
這齣默片太偉大，大家順理成章覺得夜晚就
是藍色。另外是因為懶。每卷菲林也有色溫，
拍電影用色溫3200K的tungsten（燈光片），
想出正常顏色的話，應該打3200K的燈；如果
打5600K的日光燈（HMI），色溫高了二千多
度，顏色會變成藍色。以前的菲林度數很低，
只有100、200度，為求方便，晚上也用光度較
大的日光燈拍戲，夜景便拍成藍色。我當攝影
指導時絕少用藍色，這種色彩要用得有意思，
不是用了藍色就代表夜晚。

色彩的性格
雄：曾聽過外國人說，他們有黑色電影（film
noir），香港則有藍色電影（film bleu），因為
警匪片多用藍光。而鬼片基本上是紅色和青
色，這是港片特色。你們覺得香港的色彩世界
是怎樣的？
沛：我常想不通為何恐怖片用綠色，綠色明
明是大自然的顏色，看起來最舒服，而且可以
襯托任何東西，我最喜歡用綠色拍戲。大概
有某齣電影用綠色表達恐怖，從此恐怖片便用
綠色。
陶：《魔鬼怪嬰》（Rosemary’s Baby，1968）
也很綠。

陶：香港除了藍還有紫。外國拍夜晚大多拍黑
色，香港一定要加些顏色，如藍或紫，有一種
浪漫感。這是一種區域概念，在香港不常看見
「實黑」的夜景，因為香港是東方之珠，光害
變成特色，這影響香港攝影師看色彩的方式。
在《倩女幽魂Ⅱ人間道》（1990），黃岳泰就
將背景打成紫色，利用顏色製造情調。香港電
影也專注用顏色來講故事。杜琪峯《黑社會》
裏的黑不是現實的黑，而是戲劇性的黑，暗示
戲裏人人是黑底。《香港製造》跳樓那場戲，
女學生身穿白校裙，則有種光化、近乎失焦的
白。劉偉強對黃色很敏感，尤見於《傷城》
（2006），他嘗試在菲林中找黃金的黃，用黃
色來製造過去的世界。

我拍《香港製造》時是菲林年代，唯一的資源
是一批過期菲林。過期菲林對攝影師來說是大
過失，因為無法控制成果。拍出來發現微粒
粗、顏色偏，我惆悵了很久，但轉念一想，既
然不能改變菲林先天性的缺憾，何不將此當成
《香港製造》的風格？這是被逼出來的，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被推至另一個境界。現在整個時
代的思維不同了，年輕一輩攝影師未經歷過菲
林年代，多受網絡影像刺激。我們從前卻是看
《愛君如夢》透過探戈舞表現男女的情感角力

林嶺東「風雲三部曲」要的是質感，發揮男人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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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他以為是旁觀的。總的來說，都與熱切
的情感保持距離，克制、掩藏，更勝於煽動、
釋放。但電影從來都不只屬於色彩的，還有攝
影機的運動和場面調度，有演出，有音樂，還
有思想。當視覺耽溺在觀影過程中被節制，其
他的元素反而獲得了更大的能量。

重拾黑白
喬奕思

《日出》

黑白啟蒙

減法與加法

關於看黑白電影，我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場景，
就是曾經在香港科學館看茂瑙（F.W. Murnau）
的《日出》（Sunrise: A Song of Two Humans，1927）。那次散場之後，和黃愛玲小
姐站在科學館前的空地上聊了幾句。我們身上
還帶着電影院中的陣陣冷氣，她滿足地向我說
起電影末段那陣從城市刮到鄉村的風，讚歎籠
罩在女主角臉上的光暈就是人性的光輝。

電影以黑白的形態誕生，現實世界卻從來都是
彩色的。黑白灰是最早囿於客觀條件（技術、
成本）而產生的限制。在這個維度之內，光、
形、影機運動、構圖、剪接等電影語言，都得
到了充分的發展，如同黑白之間所存在的深深
淺淺的灰階、疊加濾鏡所產生的不同效果，難
以窮盡。黑白是視覺的減法。當電影突破了客
觀限制，從視覺上更接近真實（彩色，3D），
從體驗上能夠模擬真實（VR）的時候，黑白就
是一種非必要的選擇，它更接近大人審慎而抽
離的目光，少了許多投入現實細節的童心。以
張大磊導演談到《八月》（2016）的黑白效果
為例。小雷坐在庭院，如果是彩色，會讓人留
意到植物不同深淺的綠、衣着的顏色。在黑白
影像中，光影斑駁，閒適的情緒，更為突出。

這並非是我看黑白電影的起點或終點，卻提醒
了我兩件事。其一，我在大銀幕上看黑白電影
不確定是從哪一部開始，但肯定是從香港開始
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一進電影院就是看
《英雄本色》（1986）。我從來不曾意識到，
從電影院站起身，椅子彈起那啪的一聲，已經
在電影之旅中敲下了重要的節點——那是屬於
彩色的節點。其二，香港是懂得欣賞黑白電影
的城市，無論新舊。這裏每一年，不同的機
構、節目、影展，從不排斥黑白這種已經被主
流放棄了很久的類別。如果一定要說黑白冷門
而且太藝術了，那也必然證明了香港還有許多
懂得欣賞黑白電影之美的人。我慶幸在這裏得
到了關於黑白電影美學的啟蒙。

貝拉塔爾（Béla Tarr）的《殘缺的和聲》（Werckmeister Harmonies ，2000）中，暴徒衝進
醫院，是很經典的一場戲。暴徒壓陣，在小
鎮的街道上，沉重腳步聲整齊如軍隊討伐。攝
影機面對暴徒的逼近，徐徐後退，升起，降
落。令人窒息的漫長步行後，暴徒進入醫院，
攝影機被甩到身後，有時跟着暴徒進入房間，
有時站在門外看着。沒有對白、音樂，只有打
砸的聲音，沉悶而不見血的真實暴戾。所有暴
徒匯聚，進入拐角一個房間，你以為是暴力的
延續，想不到突然出現刺眼的白色光芒，音
樂起，枯瘦老人赤裸垂臂站在浴缸中，鏡頭不
動，讓這極端的白與極端的黑，殘喘的生命與
粗魯的攻擊，激發出映射時代命題的震攝
力量。
貝拉塔爾是運用黑白、長鏡頭的大師。黑白於
他，是一層濾鏡，將彩色世界的干擾性減除，
然後通過鏡頭運動，在普通生活之中搭建起昇
華到宇宙、歷史、哲學的天梯。他以「生命的
減法」去形容自己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也
是對「表象癡迷」所作的減法。

灰色是旁觀色
灰色在偷看別的顏色
——木心〈色論〉
畫家木心在他的詩〈色論〉中提到了許多顏
色。關於白，他說有寬宏大量的殺伐之氣；黑
色，他認為是有攻擊性的，在絕望中求永生；

暴徒衝進醫院，是《殘缺的和聲》經典的一場戲

胡波的16分鐘黑白短片《井裏的人》

黑白的日子
既然說到了貝拉塔爾，也要談談胡波。他的自
殺，與首部長片《大象席地而坐》（2018）
的成功，是2017至2018年華語電影的沉重歎
息。事實上，《大象》在2017年頭殺青之後，
胡波參加了First青年導演訓練營，導師正是貝
拉塔爾。所有的學員都要完成一部短片。貝拉
塔爾給的題目是午餐或晚餐，一如他所有的創
作一樣，希望能從日常生活中超拔出影像與思
考的力量。胡波於7月完成了作業，拍出16分
鐘的黑白短片《井裏的人》。一片建築廢墟
中，女孩、男孩在尋找食物。他們手持武器，
像原始人一樣簡陋，只是將棍子和石頭綁在一
起。在末世感的深灰色畫面中，兩個孩子找不
到食物，回到房間，對他們的後備食物——一
個被堵住嘴、蒙住雙眼的長髮男人——動手
了。血液在黑白之中是無法顯現的。長髮男人
一動不動，最後被扔到了井裏，成為了井中的
人。井中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這部短片製作
上比較簡陋，但在黑白畫面中，以對白提示色
彩，兩相對照卻是很有趣的。女孩說：塑料袋
是黃色的，裏面可能有食物。男孩打開，卻空
空如也。故事呈現了兩種空——色彩的消失，
希望的破滅。短片對創作者當時處境的表達
是切實的。黑白在胡波手中，沒有希望，被困
住，並且心存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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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2017），張藝謀的《影》（2018），
從2016到2018，已經連續三年，都有黑白電
影衝擊金馬獎的重要獎項。《末日先鋒：鐵甲
飛車》（Mad Max: Fury Road）於2015年推出
導演黑白鍍銀版，彌補了動作類型沒有當代黑
白的缺憾。這個片單可以列得很長，不贅。還
是以黑白電影中的光來收結吧。
攝影師哥頓威利士（G o r d o n W i l l i s ）是黑暗
騎士，也是光的大師。《曼克頓》（ Manhat-

tan ，1979）能讓人百看不厭，除了活地阿倫
（Woody Allen）的睿智，還有充滿了巧思妙想
的光的運用。這封給曼克頓的情書，不靠顏
色，而是以光為墨水來書寫的。街道上流動的
光、酒吧咖啡廳的光、藝術館內的光、佇立的
街燈的光、室內的光，讓人目不暇接，跟人物
的魅力形成強大的共振，爆發出彷彿具有人格
《冬春的日子》畫面對比強烈，卻仍能兼顧細膩的灰度。

如果說《星光夢裏人》（The Artist ，2011）
獲得奧斯卡，是歐美電影重新關注黑白之美的
分水嶺，那麼在華語電影中，王小帥《冬春的
日子》就值得記上一筆。《冬》在1993年完
成，用樂凱35mm黑白負片拍攝。冬，是劉曉
東。春，是喻紅。他們在電影中繼續自己現實
中的身份，一對中央美院的青年畫家夫婦。電
影的英文名，The Days，說的是他們從十六歲
開始戀愛，到因為美利堅之夢而分手的故事。
經濟發展，物質豐富，國門打開，在許多方
面看起來都應該是五彩斑斕的九十年代，也是
《中國合伙人》（2013）的九十年代，是歷
史書上騰飛的九十年代，在藝術家眼中，卻暴
露了殘缺、憂傷、告別的一面。春終於撥通了
美國前男友的電話，表示想去美國。站在走廊
聽見這番話的冬，明知不可挽回，只有沈默。
失去了春，四季不能循環，會停留在寒冷之
中。片末，冬帶春回老家，找來找去卻找不到
自己的房子，這大概是關於失落家園的明喻。
《冬》所用的菲林，保留了老電影的質感，畫
面對比強烈，卻仍能兼顧細膩的灰度。極為淡

漠的筆法，寫下了那個年代在人們心底燃燒的
「美國熱」。日子總是有欺騙性的。許多人和
我一樣，總是事後孔明，等九十年代、一零年
代過去之後，才知道當初意味着甚麼。《冬》
難得在當時就看得通透，讓後知後覺的我得以
重訪大國夢萌芽的九十年代，把日子的彩色抹
去，看看精神是甚麼樣子。
光
技術的枷鎖被卸除之後，導演逆流選擇黑白，
其中必然承載着更多的信息。黑白因而有了許
多不同的風格、美學意義。近年的黑白電影
的確多了起來。我在各類影展中不時發現青
年導演選擇黑白這種形式，而更有說服力的
是，很多引起關注的黑白作品湧現，不少都獲
得了具影響力的獎項。艾方素柯朗（Alfonso
Cuarón）的《羅馬》（Roma）獲2018年金獅
獎。水，成為有主題意義的元素，為黑白畫面
帶來極具液態流動性的線條和光影，是很少見
的。張大磊的《八月》、黃信堯的《大佛普拉

一樣的活力來。類似的讚歎，也要給菲律賓導
演拉夫狄亞茲（Lav Diaz）。《出獄的女人》
（The Woman Who Left，2016）中，女主角
賀莉西雅離開村落前，深夜在簡陋草棚中給村
民、孩子講寓言的場景，值得一看再看。漆黑
的環境，卻在畫面的景深處，有人燃起一堆
火，光線跳躍，延展了畫面深度。爾後，汽車
燈刺眼的光線劈開夜空，穿透草棚，擾亂他們
寧靜的告別。拉夫狄亞茲善於在黑暗之中安排
光源，與反光點彼此呼應，從農村到城市，從
室內到街道，光的佈置各有特色。片末那個凌
空俯拍的鏡頭，看賀莉西雅在散落一地的白色
海報中踱步打轉，張力非凡。
說到底，重拾黑白，要有自信。自信節奏、調
度，以及主題意義能經得住回味，要有能掌握
光的語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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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前，靈慾交纏
路本斯基的攝影境界

夕
「這不只是自然光，而是聖靈的光芒。」《愛
是神奇》（To the Wonder，2012）的信徒如

博比
《聖杯騎士》

我曾見過日光底下，祂在四野無人的荒漠中被
提升；我又轉念，人類之子在媽媽懷抱內看着
迷霧中遠方一點光，是寫上「明日」的希望之
船逐漸駛近。我又見過時的英雄再次展開翅
膀，飛越繁忙的紐約都會上空，奔往太陽；我
又轉念，看到永恆的母親背着身後長長的影
子，於一片雪白的大地上，徒步赤足向着遠處
的陽光走去。一幕幕懾人的魔幻時光，既上天
下地，同遨翔暢泳，從人工設計到隨意自然、
從捕捉肉體情慾，到回歸孩童眼光，見證攝影
家恩曼努路本斯基（Emmanuel Lubezki）二
十五年來，平均每五年就有一大重要作品的
演進。
1991 《愛在歇斯底里時》（Sól o con Tu Pareja）
1995 《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
2001 《衰仔失樂園》（Y Tu Mamá También）
2005 《美麗新世界》（The New World）
2011 《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
2015 《聖杯騎士》（Knight of Cups）

在電影史能一起出道，從首作開始一直合作無
間的導演∕攝影配搭並不多見，近年有泰國
的阿彼察邦韋拉斯花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與穆狄龐（Sayombhu Mukdeeprom），墨西哥代表就是艾方素柯朗（Alfonso
Cuarón）與路本斯基了。這兩位極具才華的幕
後夥伴從《愛在歇斯底里時》起就長期並肩，
而九十年代可算為兩人一同摸索自我的階段。
《小公主》為其於荷里活打開名堂，《衰仔失
樂園》則是一起追求技術與畫面美觀的大型製
作後，有感迷失而回到本國，重新出發之作。

進入千禧，《衰仔失樂園》為路本斯基的美學
轉型奠定了基礎，遇上電影大師泰倫斯馬力
（Terrence Malick）後才達致巔峰。《美麗新
世界》為他們的共同理念確立標準（十七道拍
攝規條）1，路本斯基將其延伸應用到近十年主
理的攝影成品。乘着科技進步的時勢，數碼拍
攝的突破帶來了彼此自《生命樹》後的創作大
解放，到《聖杯騎士》已臻極致。
從這脈絡看，首十年的路本斯基得力自艾方素
柯朗友儕的扶持，尾十年則來自與泰倫斯馬力
如師徒般的啟蒙2。若以水的形態作喻，首作所
見的是浴室一小水盆，十年過去，到《衰仔失
樂園》是屋外的小水池，到馬力系列就躍升到
瀑布江河的偉大。箇中探索的命題冥冥中又互
有呼應，不論是《愛在歇斯底里時》與《聖杯
騎士》周旋於女人群間的浪子覓尋真愛，又或
《小公主》的小女孩童夢延續到《生命樹》已
為人母的回憶探問，都可總結為路本斯基一直
在影像上構建男女情慾關係，以及尋覓人與上
蒼的靈性聯繫。下文將以夕、清、輕的三個境
界形容之。

《美麗新世界》

此說。日光於泰倫斯馬力而言意義非凡，往往
是上帝恩典無所不在的印證，亦是其一以貫
之，對於自然而然的美學探究；然路本斯基卻
並非從一開始就追逐陽光，他在《無頭谷》
（Sleepy Hollow，1999）用作打光的沉重設備
就曾傳聞被柯朗戲謔，及後《衰仔失樂園》
才轉向簡約，那段逐日的公路之旅，到海灘
遙望遠方太陽，自然光的主調，就鋪下日後
「Malick-Lubezki」規條的第一律。〔補充：《美
麗新世界》前，路本斯基拍攝的《尼蒙利斯連
環不幸事件》（Lemony Snicket’s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2004）可能是當時荷里
活最大型的燈光佈置，可見其變化幅度之巨與
其靈活。〕

除了泰倫斯馬力的指引，還有其作品必然的美
指積奇費斯克（Jack Fisk）協調，才成就路本
斯基的自然光美學。要追求無添加的純粹，室
外需跟着太陽照射方向與時間勘景，室內則盡
量採用向西到西南的偌大窗戶去透進下午及黃
昏的陽光，從而得見一個個柔和的窗前風景，
如《生命樹》兒子於門口彈奏結他、《聖杯騎
士》男女的愛撫纏綿等場景。
正因一切源於自然，積奇費斯克隨光源置換場
景的能力，讓路本斯基最理想的造像法，順應
泰倫斯馬力看世界的方式，不預先部署，而每
每是臨場的新鮮發現。逆光拍法將人置於陽光
與鏡頭之間，自然光的呈現有如人與神的親
密，人在上帝眼目看顧下而活着。費斯克與路
本斯基亦將此法完美複製到沒有馬力主理的
《復仇勇者》（The Revenant，2015），造就
其近乎百分百自然光運用的突破嘗試。
在沒有日光的空間，路本斯基同樣避免人工光
源，而就地取材，以本來設置的照明道具來完
成場面，那光源曝露在鏡頭下，也往往突顯
人與光源的關係，像《飛鳥俠》（ Birdman ，

《聖杯騎士》

2014）的燈光，成為了主角在意他人眼光
的一大視覺象徵。《引力邊緣》（ Gravity ，
2013）亦有一場喻意重生的佈光，路本斯基說
服了艾方素柯朗違反實際設計，為密封艙門加
裝一道窗3，讓鏡頭下的人物更為明亮，模擬科
《聖杯騎士》
學照片下看到的胚胎模樣。
清
陽光輕吻着秀髮，丈夫眼前是妻子放大的
舉動，在角落則有小孩在獨自徑步。如同
「Malick-Lubezki」規條所指，逆光同時能營造
景深層次，於是一個鏡頭同時具有太陽（造物
主般的存在）、主題人物的遠近距離、以及周
邊環境的細節。這是路本斯基構圖常見的透視
感、縱深感，是其廣角深焦的攝影特色，觀眾
可以看到主角注視的一切，同時眼光所及更遠
之處。
路本斯基關心人與其棲身之處的關係，可追溯
到《衰仔失樂園》，其鏡頭在拍着主角同時，
偶爾將畫面焦點掃到被邊緣化的人與事，有路
邊的車禍，或被逼遷的漁民，配合艾方素柯朗
編寫年輕人放肆愛慾的主線之外，亦有着政治
時事作為背景旁白。後來路本斯基嘗試挑戰長
鏡頭運動，亦可視為其渴望於同一組鏡頭容納
最多的觀察，為故事文本內未及刻劃的路人補
充影像的線索。廣角、深焦的運用，則更能表
現一個特定景框下，人物與其世界的張力，像
《愛是神奇》的談情置身於人工化、受污染的
大自然中；《聖杯騎士》浮華城市景觀下的獨
行浪者。

12 攝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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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闊的視野、清晰的景象，也體現在路本斯基
最高解像度、最小顆粒度的規條。2001年初嘗
數碼拍攝的《拳王阿里》（Ali）那種粗獷感無
疑為導演米高曼（Michael Mann）所喜好，對
路本斯基而言卻是當時技術未成熟的瑕疵。不
過才十年，數碼發展的驚人效率，為路本斯基
全然擁抱，正因其高清規格可以消除從前菲林
所帶來的——觀眾與銀幕之後隔着微粒的——
原始障礙。泰倫斯馬力似為增添一點朦朧的不
完美，在《愛是神奇》和《聖杯騎士》插入演員
自拍片段，更反襯路本斯基影像的清澈澄明。
這旨在營造路本斯基強調的身臨其境體驗，我
們看得越清楚，就越能忽略銀幕的隔膜，以投
入戲中世界。這亦是為何他既愛使用主觀視點
的長鏡頭，帶領人物走遍場景空間，又或讓主
角盡量貼近攝影機，務求觀眾與主角的視角能
高度重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亦有同樣鮮明的
視覺經營，大特寫捕捉着人物的輪廓與身形、
如舞步的手勢與肢體動作，他在前，她在後；
她在上，他在下，親密之時、分離之時，距離
一目了然。
於是近年路本斯基的拍攝從不離開人類看事物
的高度，只在角色身在高處向下望時，才跟隨
其視線選用俯角。因此路本斯基的全景並非上
帝之眼，相反是有着人的局限，以如同小孩子
般看世界的仰望鏡頭為主，自也合符基督宗教
所教導，成年人要回轉為小孩樣式的謙卑原
則。唯一的上帝角度來自2008年的《CIA光碟
離奇失竊案》（Burn After Reading），首尾都
以外太空望回地球，以表達導演高安兄弟一向
的態度，上帝像我們是一同看着人類的愚昧與
罪惡的旁觀者。

《衰仔失樂園》

責任的主題，一如昆德拉小說以找到真愛為
重量作結，與其首作《愛在歇斯底里時》可
謂一脈相承。

《生命樹》

輕
一條內褲在空中搖曳的鏡頭，代表着他與她在
高空中的交融，心頭從中得到放鬆。路本斯基
一直貫徹《愛在歇斯底里時》所見「輕」的意
象，更進一步挑戰其重力原理。從《衰仔失樂
園》那穩定器（Steadicam）微晃的攝影機運
動，去表現那三角關係的搖擺及不確定，到泰
倫斯馬力電影一概大量使用穩定器及手搖鏡頭
的作法，保持平穩，卻持續流動，不只是身體
的輕盈，還有靈魂的自由。
數碼時代使鏡頭運動得以行雲流水，仿若無
重之境，正是《新歌舊愛》（Song to Song，
2017）的原名Weightless由來，《愛是神奇》
就拍下了幾組機動遊戲作對照，鏡頭的失重狀
態正好與角色同步。輕巧得如同鏡頭在跳舞，
甚或離開地面的旋轉；而人物亦在鏡頭前躍
動，鏡頭前後同起舞，亦正是泰倫斯馬力與路
本斯基在《生命樹》後的形式標誌。人世愛情
的脆弱，欠缺長久忍耐與承諾的關係，有如捷
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描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輕」的影像化。
雖然路本斯基的攝影大多數時間內都在移動，
但電影片尾卻總有回歸固定的片刻，或在對比
之下，減卻了大幅度的運動範圍。《愛是神
奇》一反全片的流動以定鏡為終；《飛鳥俠》
偽一鏡到底後的一連串定鏡剪接；《引力邊
緣》鏡頭激烈搖晃後，過渡到降落地面後的平
緩等，創作者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利用了路本
斯基的影像對照，來表現重拾重量∕穩定∕

「輕」還有着不在乎的意味，也見於路本斯基
與泰倫斯馬力最後一道規條——「Article E」，
意即例外（Exception），規則本就有內在矛
盾，也就可以隨時打破。輕裝上路當然也與崇
尚自然的取向一致，減少人工元素，積奇費斯
克就將馬力沒有預先設計、隨拍隨想的態度，
4
比擬為印象派的繪畫、爵士樂的節奏 。新近的
《新歌舊愛》將演員虛構的角色放進真實的音
樂節中，穿插着真實的人物身影，甚至容讓路
本斯基拍到路人直視攝影機，可算他最接近紀
錄片拍攝的一次。

《愛在歇斯底里時》

路本斯基於社交平台也有發佈一系列的相片，
所展現的美學與《新歌舊愛》可謂同出一轍，
亦能做到前兩種效果，然而缺少了動態與即
興，也就失卻「輕」的活力，然而就這樣才更
能確認路本斯基於電影媒介的獨特魅力。
1

由《美麗新世界》起，兩人訂立「 M a l i c k - L u b e z k i

附錄：「Malick-Lubezki」拍攝規條（取自迷影網翻譯）

dogma」， 參 見 ： https://theasc.com/ac_magazine/

1. 儘量利用自然光拍攝；

August2011/TheTreeofLife/page1. html；或見附錄摘自迷

2. 不要讓膠片曝光不足，保證充分的暗部；

影網的中譯版。
2

路本斯基在訪談中曾指自己有如泰倫斯馬力的學生，

See E. Oliver Whitney, “Emmanuel Lubezki On‘The Rev-

3. 保持畫面的寬容度；
4. 尋求最高解析度和良好的顆粒感；
5. 用小光孔和大景深營造縱深感，在縱深上做文章；

enant’
‘Knight Of Cups’and the Importance of Breaking

6. 使用逆光來保持光線統一同時增強縱深感；

Rules”, Screen Crush , http://screencrush.com/emmanu-

7. 靈活使用擋光板來擋光避免「三明治光線」(light sand-

el-lubezki-interview/

wiches)，即使兩面都有光源也要保證一定的光比；
8. 只在黎明後或黃昏前使用側光，絕不用正面光；

3

See Paul Moakley,“Behind the Moving Image: The

9. 避免眩光；

Cinematography of Gravity”, TIME , http://time.com/

10. 避免白色和三原色在畫面中出現；

3807510/behind-the-moving-image-the-cinematography-

11. 用淺焦和高銳度鏡頭；

of-gravity/
4

See Jordan Raup ,“Jack Fisk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errence Malick, the Film That Changed His Life, and
Letting Go of His Work”, The Film Stage , https://thefilm-

12. 偏振鏡以外的濾鏡都不要用；
13. 用Steadicam或者其他穩定的手持設備來保持運動平穩；
14. 儘量使用縱深運動，不要平移或斜移；
15. 不要在拍攝中變焦；

stage.com/features/jack-fisk-discusses-the-evolution-of-ter-

16. 在一連串運動鏡頭中插入一些固定鏡頭；

rence-malick-the-film-that-changed-his-life-and-letting-go-of-

17. Article E

his-work/

14 攝影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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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體製造大量影像素材，到剪接時便自由地
《一切安好》
加入聲音、旁白，重新剪裁出他所需要的敍事
線。馬力的影像運作發展到今天，也具備了暗
示性（或者是具隱喻性）的作用。

泰倫斯馬力X路本斯基：
獨步荒原，樹影尋香

何謂暗示性的作用？在《美麗新世界》前的作
品，就算已大量運用獨白，每個場景中角色身
處的環境和時間點也相當明確。《狂林戰曲》
（The Thin Red Line ，1998）的二戰戰場，

何阿嵐

場景沒有跳躍，基本上我們可隨主角步伐理解
情節，清楚知道人物身處的環境、時空。可是
到《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 ，2011）之

《美麗新世界》

有時候，反對的聲音，反而更準確說出作品本
身的特質。
曾為《阿凡達》（ Avatar ，2009）配樂的占
士賀納（James Horner），在《美麗新世界》
（The New World，2005）中與泰倫斯馬力
（Terrence Malick，下稱馬力）合作過，但
這段合作經歷未能使他滿意。他接受訪問時
說：「馬力着重影像[……]他是一個抽象派的
畫家，你必須知道剛開始看到的畫面是甚麼，
不然最後就會從一個寫實故事變成一幅畢卡索
的抽象畫，最後整部電影支離破碎，音樂上也
搭配不來。你無法辨認出一個線性的故事。視
覺上他看起來很驚艷沒錯，但論到說故事這部
份——那就像一本不能閱讀的書。」
「抽象」、「支離破碎」、「無法辨認出線性
故事」、「視覺上他看起來很驚艷」，基本上
是我們對馬力近年作品的印象。馬力亦從來不
像傳統荷里活工業的導演那樣服從劇本指示。
按此傳統，電影早在劇本寫完之時已製成，導

《生命樹》

演只不過執行劇本的指令。馬力不會在拍攝期
間提供任何劇本給演員，只在拍攝前指明演員
讀哪本書，然後拍攝當天早上給他們一些想
法，要求他們在沒有對白的情況下開始表演。
演員、攝影師和導演就像游擊隊一樣，迷失在
拍攝過程中——為了尋找新的想法，更多意外
的可能。
同樣地，攝影師恩曼努路本斯基（Emmanuel
Lubezki）也被馬力要求擱下劇本，只稍微看
一下場景，就像拍攝紀錄片的狀況。此過程看
來充滿變數，更甚者，他們會在不同場景重覆
拍攝同樣的情節。路本斯基於訪問中提到，拍
攝《聖杯騎士》(Knight of Cups，2015）裏男
主角與前妻爭執的段落，試過在房子外拍，又
換到機場拍，直到馬力認為拍出來有他需要的
感覺才肯罷休。路本斯基藉此解釋馬力對電影
的態度：「攝影機不是用來拍攝對話或表演，
而是捕捉和體驗電影中的情感。」路本斯基以
香水比喻馬力的電影：鏡頭處處都渴望喚起觀
眾深層的記憶。某程度而言，馬力只想運用演

後的作品，場面變得真假難辨。以結局為例，
活在不同時空的一眾主角走到沙灘上，朝向有
光的地方——這已經不是單純用寫實主義的框
架足以理解。而《聖杯騎士》中，男主角明明
在自己的居所，突然一下子跳到大海、沙漠、
荒原；他獨自散步、上山，在海邊擁抱女主
角……他的電影要到剪接過程才進入真正的創
作，這就是馬力的影像在現今美國電影中如此
獨特，容易辦認的原因之一。
路本斯基從《美麗新世界》開始與馬力合作，
當時他們已定下一系列如D o g m a 9 5 的攝影規
條和構圖方向，例如不用變焦鏡頭、利用自然
光拍攝、避免鏡頭太刺眼、使用穩定器（Steadicam）等17條規條。他們形容，這樣做像是
要攝影師帶着攝影機走入風眼中拍攝。有趣
的是，路本斯基說拍攝現場也並非百分百依循
這些規則拍攝，例如不打光的大原則就要時不
時破戒。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規條下，自然元
素彷彿與演員平起平坐，他們使用自然光線、
風雨和其他元素，使其成為故事的一部份。而
那些總是看到向着陽光的角度的鏡頭，彷似暗
示上帝無所不在。《狂林戰曲》幾乎沒有這種
角度和向着陽光的畫面。馬力用這種畫面的缺
席，暗示的是上帝並不存在，到了後來的電影
就常常出現。不過，馬力的電影不單要觀眾仰
望上帝，更一直仰望鏡頭下的一眾角色。路本
斯基在馬力的電影中，往往會運用低於人視線
的鏡頭，從低角度仰望角色——那是真正傾聽

《愛是神奇》

別人聲音時的姿態，頭微微地仰起，也是觀眾
在大銀幕觀看電影的姿態。
幾乎所有馬力的電影，都透過大自然元素所
捕捉到的短暫瞬間，表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主
題——不斷變化和流動，以營造生活的感覺。
他要做的不單是帶觀眾進入「詩意」的純粹影
像世界，更是對片廠製作模式的一種反抗。透
過主觀視角及旁白的拍攝方法，馬力要角色們對
觀眾坦白內心，而觀眾不只擁有大量闡釋空間，
更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純粹的影像世界中。
看來馬力和路本斯基合作的五部電影中，有很
多重複的影像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生命
樹》之後的幾部電影都在短短一兩年間完成）
，但也可以在不同電影中，各自找到與主題相
關的表現手法。《生命樹》固然混合了自然元
素，甚至插入宇宙誕生過程的CG畫面，手法上
仍會依賴傳統戲劇的演出方法。《愛是神奇》
（To the Wonder ，2012）分成兩條看來不相
關的故事線；畫面方面，開始有不少場景需要

16 攝影風格

17

《新歌舊愛》

演員做出親密的行為，如擁抱、親吻、沉默地
觀察對方，還有角色在大草原跳舞，這些都是
抽象、情緒化的動作。而大量虛焦手持攝影，
對局部特徵的關注，更要求觀眾留意角色的情
感流動。相反，《聖杯騎士》的影像跳躍，整
部電影幾乎沒有任何對白，大都只能聽見男主
角的內心獨白，而每一位女角色都有她所獨有
的空間元素。

若要略談近作《新歌舊愛》（Song to Song ，
2017），除了可見電影進一步集結一路以來的
手法外，也會發現電影中的宗教感淡化了。《新
歌舊愛》是馬力更貼近人間的時刻，處理的都
是男女之間的情慾和情感。幾位角色從頭到尾
都沒有名字，觀眾只能憑他們的臉孔去釐清故
事發展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女主角呢喃着人生
的無助與徬徨，她想靠關係攀上音樂舞台，她
與樂手陷入熱戀，又與製作人發生關係，製作人
又邂逅了充滿激情的女服務生。畫面不斷呈現親
吻、愛撫，指尖滑過對方肌膚，在落地窗前他們
纏繞，在床上與草地上翻滾。大量廣角鏡頭也是
重點，讓角色間的距離更明顯，使得畫面邊緣產
生變形。人物與背景的關係緊密地連結，但人與
人之間就算多近，又會保持一定距離。
馬力和路本斯基用一部又一部電影貼近平常人
生活的狀態，而他們合作產生的影像是屬於電影
院的，只有在大銀幕才可真正進入他們的世界。

一片一刻一時一代：
三部《十年》風格對望                         
張偉雄
〈日落〉

啟發自2016年的香港話題作《十年》，「十
年國際計劃」（Ten Years International Project）在今年的亞洲國際電影節交出了成績單：
阿彼察邦韋拉斯花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以「老導演」身份，連同13個新
晉導演，在三個國民身份下，創作出14齣短
片，構成為三齣結集長片（omnibus films）。
計劃怎樣從影展交流觸動，發展至統一命題集
資、獨立製作企劃，都不再複述，四部《十
年》（香港、日本、台灣、泰國）加起來，目
前完成一個獨力自重的亞洲電影盛會；憑《十
年》才擁有香港電影人身份的新一代，向亞洲
近鄰同代人借問一聲：十年後，你們（我們）
會走到哪裏？每一部參與其中的短片皆從個人
出發抒發想像，集合一起，小國度就算卑微也
擴大成有志向的國度，一片一刻一時一代，必
然反映一代人的願景。
〈75終老計劃〉（ PLAN75）的導演早川千繪
在映後談表示，現在日本電影回應當下政治已
是非常罕見的事情，《十年日本》上映後獲得
廣泛報導，她很珍惜；老實說，電影迴避政治
的情況，在香港、泰國、台灣何嘗不是。我選
擇以一個共同體去看待《十年日本》、《十年
台灣》及《十年泰國》，先搜畫它們關注現
在、投寄未來的政治議題。
五種政治關注
1）環境∕反核
〈無色的空氣〉（The Air We Can’t See，藤村

明世導演）寫小女孩與媽媽躲在地底生活，地
面已有一段時間不適合居住，女孩子是幼苗，
渴望破土而出，品嚐陽光溫暖；事實是福島事
件相隔十多年，日本未有計劃停用核能源。台
灣也有大規模反核電示威，〈惡靈罐頭〉（勒
嘎．舒米導演）是原住民視角，對蔡英文政府
處理蘭嶼核廢料問題時開空頭支票，作出非常
切身的批評。
2）軍隊坐大
〈美麗的國家〉（For Our Beautiful Country，
石川慶導演）寫十年後日本政府昂然進入戰爭
狀態出兵海外，鼓勵年輕人參軍，這大概是從
現在的小泉政權氣質推敲出來的。對於泰國，
軍權統治已是現在式，2016年泰國軍方宣布
以國安之命，軍人隨時奉召執行警察工作，
就如〈日落〉〔 Sunset，阿狄阿薩拉（Aditya
Assarat）導演〕中軍人處理投訴到場勸諭藝
術家。更直接寫「大阿哥在看着你」是〈天
文館〉〔Planetarium，朱拉蘭尼色里（Chulayarnnon Siriphol）導演〕，描述童軍式管治的
「動物莊園」面貌，洗你腦換你身體零件。而
〈城市之歌〉（Song of the City，阿彼察邦導
演）則提提你Srinagarindra公園早有一尊尊貴將
軍服的國王石像，四面八方聽着你。
3）國家新秩序
再深入看極權統治下的狀況，來自泰國的〈喵
托邦〉〔Catopia，韋西沙贊那庭（Wisit Sasanatieng）導演〕在建立單一貓人國度時，
必然撲殺非我族類；台灣〈睏眠〉（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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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導演）回應，「睏眠」拆解就是放棄雙目被
困的人民，女主角艾琳蓋上眼要求一個虛擬好
夢。洗腦愚民至此地步，大概都由〈惡作劇同
盟〉（ Mischievous Alliance ，木下雄介導
演）的AI教育開始，莘莘學子耳穴旁都掛着神
經助聽器，全天候金剛箍式管理孩子的行為與
情緒。

一體關注後，我繼而將它們作為獨立影片去
看，輪到所謂地域風格的搜索了。搜索前有
必要先說明一下，它們的族群身份多元交織，
明顯《十年台灣》最「分化」，次種族身份最
多：勒嘎．舒米是原住民，鄒隆娜有菲律賓血
統，廖克發來自馬來西亞；而五位導演中謝沛
如和鄒隆娜是女性。日本團隊更加有三位女導
演，分別是早川千繪、津野愛和藤村明世，值
得一提是早川千繪邀請了香港攝影師梁銘佳幫
她掌鏡，開拓視界。我重點不是發掘個別脈絡
肌理，而是看一下所謂國族集體風格的閃現，
簡單看他們在同一國界之內，自覺或不自覺的
相互認同。

台的工整角度，看着從未認清面目的父親先到
來拜祭，然後打包神位回台北。〈蝦餃〉是廣
告片拍攝現場的偽仿側拍四圍遊目，上至老闆
導演演員，下至為拍攝元素奔波的副導演，都
想在出生率狂跌的台北市，證明可以藉着完美
一take廣告片投寄幸福，排演拍好到圓滿收工。

〈蝦餃〉
〈美麗的國家〉

4）十年時光，突顯兩代斷層
台灣的〈 942 〉（鄒隆娜導演）透過相隔十年
兩個女性被侵犯事件，道出十年如一日的腐
敗父權統治，編號942的女生見盡家長醜陋面
目。〈路半〉（呂柏勳導演）小子東洋出城疑
惑，懂得傳統意義到神宮問卜；而在台北生
活，回來請神的父親已然忘本。不論是〈惡作
劇同盟〉的網絡監控師長，或〈無色的空氣〉
神經質母親，當小孩成長要去冒險，他們只會
去制止，唯一開通是〈數碼遺產〉（ DATA ，
津野愛導演）的單親父。
5）十年時光，珍惜年老智慧
老人是社會進步的負擔，遂有〈75終老計劃〉，
男主角行銷這自願離世計劃，他望見老人家儼
如見到將來老態龍鍾的自己。基本上三部亞洲
《十年》皆在反父權，同時珍重老年智慧，隱
隱回應香港〈自焚者〉（周冠威導演）的老人
敢死氣度。〈惡靈罐頭〉與〈美麗的國家〉皆
通過老者眼角，看出政府走偏了路，喜劇感的
〈蝦餃〉（謝沛如導演）在拍一個家庭承傳願
景的廣告片，真實嬰兒難找也要找，是「老」闆
重視傳統價值觀的離地堅持。而〈惡作劇同
盟〉中認同孩子天真率直，只有老校役（國村
《路易十四的最後時刻》
隼飾），不是校長老師或超級網絡。

〈路半〉

圓形台灣
叫我驚訝的是，《十年台灣》五部短片都呈現
圓形回歸的敍事結構，體現在敍事語言文法
上，是時空怎樣子前進，冥冥中還是回到面面
相覷的同一個鏡位去。〈942〉有一個主觀視
角的心像隧道畫面（就是亞洲電影節宣傳短片
的第一個鏡頭），像莫比烏斯（Moebius）的
時空交界，兩個942互相穿梭十年時空認清命
運，卻是永劫不歸無出天之路。〈惡靈罐頭〉
跟着老人單獨起居，發不安之夢被召到海邊，
看到天堂風景下的噩夢煉獄，美麗大自然家園
出現「惡靈罐頭」飄浮，現實似曾相識，噩夢
揮之不去。〈睏眠〉當然是艾琳的逃避掙扎，
夢中有不少出口，她每一次都回到那個渴望好
夢的起點，又爬到床頭發出好夢的指令。〈路
半〉的同位鏡頭在一頭一尾，室內神位對着露

集體性圓形敍事隱隱帶出封閉式的悲觀時間，
五部短片在兩個同位鏡頭中間都是一番遊移，
奮力掙扎，有時自我欺騙，然而始終重遊原
地，之後或許還是奮力掙扎，或許繼續自我
欺騙。這可算是「反」十年思考啊，《十年台
灣》流露一份不輕易承諾未來的悲憤態度，環
顧十四部短片，〈路半〉隨時是最不問十年
的一部，東洋疑惑心緒下，不服氣神宮擲筊
的命運指示，弟弟或可走出不一樣的未來，
而哥哥卻隨時是弟弟那瓶中信，在可見十年
內無根漂浮。

在林中拍他們背着觀眾自由遠去。〈無色的空
氣〉竟暗中和應，女孩走出地面，最後鏡頭正
拍陽光打在她臉上，出神看着畫外，兩片以不
同的凝視實證已經「看到」。〈數碼遺產〉另
一個小女兒則一直在看着手機裏亡母的青春
影像，此時彼刻實地對照，盡量跟母親眼神一
脈相認。關於凝視的長定鏡，我想特別指出
〈75終老計劃〉男主角在商場攤位被擲雞蛋的
一節，鏡頭長長的停留在擲雞蛋人（反對「送
死」家長一個勞工階級工人）站着的身影，他
發洩過了又回到壓抑，用力呼吸站着，這一刻
困頓慢流，具重量感。這樣子以一個長而定的
鏡頭去完結一場戲，在日本電影裏殊不罕見，
你能在小津、成瀨，及至北野武、是枝裕和等
作品可以碰上，然而對照當代日本以改編小
說、漫畫經驗帶動的主流電影，這已經是一種
老派（Old School）本色，之前說反父權與珍重
老年智慧，與這個風格傾向不無關係。

〈城市之歌〉

日本在看

四面泰國

相對而言，日本新導演最遵守「規則」，以正
經態度去回答十年後你在哪裏這提問，五個故
事試圖投落到2028年的時間線上，近未來思
維、敍事速度，及國族感性也出奇地統一。於
此，我找一個簡單的集體敍事名目，就找到「
去看」，轉換成視覺風格，在於凝視，歸納在
靜態、長一點的句號式人物定鏡。

相對而言，《十年泰國》成熟的包裝，不獨納
入韋拉斯花古的名氣，兼有類型思考，四部短
片幾乎是四種不重疊的時空及方向，比較難像
《十年台灣》和《十年日本》般在手法及技巧
上找到統一思路。由於其中之一個作品未能完
成，令《十年泰國》只有四部作品，然而這樣
子卻啓發我看到一個由排列而形成的「四」結
構：〈日落〉對應〈喵托邦〉，〈天文館〉對
比〈城市之歌〉，兩組又形成對照，前一組對
白交流說身份衝突，後一組相對無言，叫你疏
離心緒宏觀考察，四部短片總是一立一破在辯
證進行。

〈惡作劇同盟〉的小孩子分別穿着藍黃紅的便
服，他們行動初始去放走馬屁是信念、認同、
力量互相彌補，為了肯定馬兒回到大自然，互
相鼓舞下走到監控範圍之外，全片最後畫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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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頭陣的〈日落〉是全片最現實性的一部，以
藝術審查為題，引出藝術可貴的包容目光，攝
影展的主題是「I Laughed So Hard, I Cried」，
笑到盡時是眼淚，更難能可貴是這個軍人其實
也懂得藝術，只是職務上他要做這個不情願的
介入工作。〈喵托邦〉的世界就發展到沒有甚
麼異族共處之餘地，喵人要抽出潛伏貓世界的
人類，貓頭與人頭本質有別的視覺性，明顯是
為人類觀看而設，人貓位置倒過來描寫，藉由
實在與幻想糅合出寓言味道。〈天文館〉與
〈城市之歌〉皆以公園實景作現實基礎，再而
大膽虛實發言。〈天文館〉在十四部作品裏有
最全面的科幻視覺敍述，角度偏向統治模式介
紹，抽離視角隱含荒謬調子，寫完美秩序下人
性人身同時失陷。那麼，韋拉斯花古壓軸出場
則必然是空靈性打破現實侷限。〈城市之歌〉
在重修中的紀念石像下三百六十度八方徘徊，
製造出平淡而古怪的時空，有朋友及陌生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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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談，然而工人、路人，與石像石刻人皆像沒
有在意過彼此存在着，而韋拉斯花古的鏡頭還
是叫你無容忽視他們存在的關係性，以簡約、
開放的視程，交織十年以至一個世紀的憑弔。
苦笑共冶、穿透滋味，這種相對組合，這種平
衡辯證，很「泰國」嗎？我以《十年泰國》去
印證着。
以簡單情緒去形容四部《十年》，我認為香港
最犬儒，無力感也最重，台灣於無奈底下爭取
叛逆個性，日本最克制，卻出奇有憧憬精神，
而泰國最明白要多面參透求共融。你或許肯定
2028年會步入壞時代，這個悲觀想法其實不
壞，提醒我們抱持好轉之心，立刻化成無悔行
動；相反，當你安逸好望時，也隨時是壞轉向
的開始，警惕自己也應承自己罷，十年起航，
為時未晚，十年後我們會很好。

鄒文懷的奇謀與開拓
傅慧儀
收到鄒文懷先生於10月30日仙遊的消息時，
錯愕之餘百感交織，勾起幾年前我一段追尋歷
史的回憶。六年前為籌劃「奇謀闊步•萬象嘉
禾」的回顧影展，於2012至2013年間和鄒先
生數度會面，除了參與口述歷史訪問、安排座
談會及採訪外，更有幸出席鄒先生的飯聚，近
距離接觸受教。
作為嘉禾娛樂事業的大老闆，鄒先生一向形
象西化，儒雅溫文，用英語形容就是非常gentleman，彬彬君子。他為人低調，屬沉實思考
型，樂意聆聽，分析力強；談得投機時，會察
覺到他說話間有種含蓄的幽默感。除了打哥爾
夫球外，鄒先生年屆八十多還堅持着「番書
仔」年代喜好的一項考智慧娛樂：打橋牌。他
自豪地跟我們說仍堅持每週四的橋牌局，基本
上風雨不改。
玩開橋牌的都知道，強項不在於最後贏得多少
牌在手，而在於和拍檔是否有良好默契和對結
果的判斷是否準確，即所謂「Just Make」。
套到企業的層面，就是計算得「剛剛好」的運
籌帷幄！
在同一頓飯上，鄒先生做了個即席調查，問到
在座同事們最喜歡的兩三部電影，對每位提出
的電影都細心聆聽。我相信這種信息交流並非
鄒先生的第一次，亦非最後一次，極可能是他
常用的「收料」模式。

2012年12月4日攝於香港電影資料館

俠》（1983），鄒先生講開又講，說他很多
年前已把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讀完，令我
印象深刻。事緣家中比我大數年的大家姐，中
學時期愛看武俠小說，經常從書友圈借回梁羽
生、金庸和古龍等連圖剪貼的釘裝「報紙書」，
我和她愛連夜不眠在被窩中追讀。某日，家裏
出現了一套單行本印刷的長篇武俠小說，前後
傳合共60集，填滿一小層書架，正是還珠樓主
的《蜀山劍俠》；這套書一直保留至今，搬了
十數次家都未扔掉，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徐克導
演由1980到1983年在嘉禾旗下攝製的涉獵神
界、人界和魔界的古裝武俠大工程。
再追溯遠一點已是童年回憶，記得小學四、五
年級已追看《雙星報喜》（1971-1972）。在
同學之間「邊個夠我威？」「你點威？」常掛
在口邊。很多首許冠傑廣東流行歌曲如〈浪
子心聲〉和〈打雀英雄傳〉等都由頭可以唱
到尾。「大相公，小相公，遇老千章法亂晒大
籠，食詐餬，包出沖，氹氹轉好似大呀大灰
熊」這些歌詞當時在學校是禁唱的，在「師姑
學校」可想而知是多麼令人振奮的反叛材料。
想不到許氏「雙星」成為嘉禾力推的新一代電
影人。在《鬼馬雙星》（1974）和《半斤八
両》（1976）中盡情發揮喜劇細胞，更成功越
洋到日本和歐美，激活了新一浪以港式俚語和
地道香港生活和為創作取材的電影。
七十年代的本土風味

〈天文館〉

我提到嘉禾最初令我大開眼界的是《新蜀山劍

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是充滿機會的年代。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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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荷里活的制度，是很合理的模式。不論你是做導

卻原來相反是日本川喜多長政先生的堅持。2

演，還是做製片，我都只會跟他們簽訂三部片的片約，當

2013年3月23日與女兒Roberta Chin一起出席香港電影
資料館的「開闊步，展奇謀的幕後軍師」座談會。

生意的稍一不慎，少則破產，大則跳樓都搞唔
掂。可以想像，鄒文懷先生1970年破釜沉舟式
的開拓，必定是計算周詳，有點「只許成功不
許失敗」之慨。
有人認為電影大亨只當電影是盤生意，鄒先生
對電影熱愛，有開創、集賢和進取的魄力和眼
光，可並非只顧生意的一個老闆。
先看鄒先生未入邵氏之前的背景。在香港赤柱
聖士提反書院讀到十三歲便依父親意願到上海
聖約翰大學升學。由於對體育活動的熱愛，和
對報業的嚮往，一股腦兒和朋友自己創辦了份
《體育週刊》，一腳踢當記者、撰稿、排版、
校對和執字粒。編務之外還想到經濟效益，登
記了公開銷售，維持達三年之久。從大學期間
辦週刊的這種開創精神，已可窺見他的策動和
開拓進取的精神。
再說衞星公司的融資方式吧。鄒先生如果光想
賺大錢的話，大可以像其他商業院線般看準市
場才開戲。亦可以選擇用「相對剝削」的合作
關係以提高利潤，又或訂下幾種既定的融資模
式，令合作的電影人或公司依照規定的模式去
開戲，讓收入全歸公司。可鄒先生用相對開明
的「一片一套路」和合拍分紅的形式去營運。
以他本人的說法，就是每部電影和每個電影製
作人都不同，各有強項和弱項，所以合作模式
要富彈性。

人事方面，鄒先生多次提到擅長製作和當前線
策劃工作的何冠昌先生：

中亦會初步達成共識，那三部會是甚麼樣的戲。他們又總

「當年李小龍的影片去日本，我們開日本市場；你會想到

會先把有關的計劃交給我看，像大致會找甚麼演員，預算

許氏的影片可以去日本嗎？他是靠講的，[……]其實我自

「我跟他是partner，甚麼都是一半一半。我們兩人合作

多少，劇本如何。拍完三部後，我們可以繼續傾未來的計
1
劃。在當年來說，我們是第一間行此制度的公司。」

己也很奇怪的，老實講，我不知道在日本行不行，你肯替

得非常之好，兩個人創立了『嘉禾』之後，一直合作，他

我做，我當然歡迎，就讓他去試。東和是東寶的分公司之

主內，我主要向外，我相信很難再找到一個這樣的合作

一，東和的川喜多對電影很投入，而且是很懂電影的人，

結構。他是報人，在報館工作多年[……]我們全部投入

我跟他也很談得來。他說要試，我說好，試吧，能否告訴
3
我怎樣試？」

我們的事業，全部的時間、精力、財力都放進裏面去做
4
的，而且兩個人互信，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最後經東和公司一輪Mr. Boo！的宣傳攻勢，許
氏兄弟在日本一炮而紅，是鄒文懷也意想不
到的。

四十年下來，嘉禾製作及投資超過600部電
影，廣開世界各地的發行網絡，把港片帶到地
球的多個角落。拍攝的類型繁多，無論武打、
喜劇、文藝抑或奇情，都不乏佳品。與嘉禾合
作而又創下佳績的國際級大導演如吳宇森、徐
克、許鞍華、洪金寶、關錦鵬等，所拍攝的作
品風靡全球不少觀眾。我最喜歡的除了《新
蜀山劍俠》和《半斤八両》之外，還有胡金
銓的《迎春閣之風波》（1973）、譚家明的
《名劍》（1980）、張堅庭的《亡命鴛鴦》
（1988）和一部不太多人知道的反戰西片《第
三兵團》（The Boys in Company C，1978）5
等等。

經歷過邵氏以合約綑綁員工的多重制肘，鄒先
生採用自由寬廣的套路，給予創作非一般的自
由度，同時廣納後進，並設計好為鍛鍊新人而
設的「向外取經」機制，可謂計劃周詳，有點
「星羅棋布，撒網捕魚」之勢。
當脫離邵氏創立嘉禾之後，一邊請有業績的資
深導演如羅維、黃楓、徐增宏等續拍拿手的武
俠動作或劇情片，「快、準、省」地保持生產
量；另一邊則大膽起用新晉的年輕導演，如李
小龍、許冠文、吳宇森、成龍、洪金寶等。

地利方面，1970年間正好國泰在陸運濤空
難逝世後無意再從事電影製作，願意把斧山
道的片場讓給嘉禾。當然，這些人脈上的因
緣，自然亦是鄒先生在邵氏工作時期已積累
下來的成果。

架構上，他不斷參考荷里活片廠的獨立製片模
式，把獨立風氣帶返香港，嘉禾片場成為多所
公司同時共享設施的場所，好比美國片廠一
樣，製作發行全靠銀行融資，合作影人簽訂合
約後便不用愁資金，安心完成拍攝，在嘉禾片
場漸次出現一公司一貨櫃的獨立拍片模式。

1

節錄自1997年11月14日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鄒文懐的內

容。主訪︰羅卡、石琪、翁靈文。

有謀略亦須地利與人和
2

從李小龍、許冠文、吳宇森，到洪金寶、成龍
等，一個個成為國際級的導演或明星。香港
八十年代的電影黃金期，嘉禾的貢獻實在不容
置疑。

川喜多長政在二戰時來到上海，為日本治下中華電影公

司其中一個主腦，但亦多次幫電影人力挺來自日本軍人及
2013年4月6日出席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座談會後留影

右翼團體的壓力，支持張善琨和卜萬蒼分別開拍《萬世流
芳》（1942）、《國魂》（1948）等暗指抗日的電影。川
喜多長政這個名字一直跟香港電影史有深遠的關係。
3

嘉禾公司成功的關鍵在於由一開始便有開拓國
際市場的視野，同時在制度上擺脫片廠制的羈
絆，彈性的採用獨立製作模式。嘉禾的成功，
固然少不了鄒先生羅致人才的慧眼，可亦不乏
鄒先生意想不到的奇蹟。

節錄自2012年12月4日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鄒文懐的內

容。主訪︰蒲鋒、王麗明、劉嶔、傅慧儀。
4

同上註。

5

最為他津津樂道的要數許氏兄弟在日本的成
功。由於鄒先生在邵氏年代已和日本友好，很
多人以為是嘉禾主動出擊推銷《半斤八両》，

《第三兵團》是嘉禾在美國製作的西片，由薛尼富利

（Sidney J. Furie）執導，水準很高，反戰主題比《現代啓
《嘉禾電影》1972第4期，鄒文懷、李小龍、苗可秀
在羅馬。

示錄》（Apocalypse Now，1979）和《殺戮戰場》（Pla-

toon，1986）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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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女護士威倫（Wayland，對應《戀》片
的林靜），以及莫的醫生、塔伯特太太在印度
時認識的舊友幾個人的夜聚，等着莫的妻子史
蒂拉（Stella，對應《戀》片的李麗華）及弟
弟哥連（Colin，對應《戀》片的黃河）回來。
這場戲先道出莫理斯如何因飛行意外導致半身
不遂，但他仍能維持樂觀，仍然不斷與人開玩
笑。及後呈現他與妻子二人如何互相深愛着對
方。直到這幕終結時劇情一轉，眾人已離場，
剩下的史蒂拉和哥連才流露出他們已有私情，
並為這段不應該的愛而感到痛苦。
《戀之火》

《戀之火》從何燃起？
蒲鋒
有段時間，為了寫文章談李麗華，頗努力找她
的影片來看。其中新華公司出品，由李主演，
易文執導的《戀之火》（1956）頗為重要，因
為它有首由李麗華主唱的著名插曲〈第二春〉。
可惜影片即使在香港電影資料館也沒有館藏，
兩年前我到台北的國家電影中心才看到。看影
片的時候，便隱然感到當中有種外國影片的味
道。《戀之火》故事講述孤女吳因鳳（李麗華
飾）自幼在姨媽方老太太（歐陽莎菲飾）的照
顧下長大。方家有兩個兒子，因鳳愛的是到了
星加坡讀書的二兒子西城（黃河飾），卻為了
姨媽的心願嫁給大兒子東元（羅維飾）。東元
在婚禮之日遇車禍，從此半身不遂，不能人
道。學成歸來的西城，與因鳳日夕共對，舊情
復熾。西城約她出來希望她離開家庭與他共赴
星加坡過新生活，因鳳出於責任不忍離開東
元。二人回家後，晚飯時因鳳不適，西城偷來
找她，她告訴西城已懷了他的孩子。第二天，
東元被發現死在床上，照顧東元多年的私人看
護（林靜飾）指因鳳與西城有染，是她毒殺親
夫的。警察來進行調查。最後卻是方老太太出

來，指是她自己把藥給東元，幫助東元自
殺的。
影片令我覺得有「外國片味道」的，是那個起
着關鍵作用的護士角色，在那時（五十年代或
更早前）的文藝片，一個護士不是主角，卻又
佔着這麼重要角色的，我自己還沒有看過，因
為現實生活缺乏這種想像的基礎。當然，這僅
是揣測，作不得準。後來看芳艷芬的片目，發
現在《戀之火》之前，她曾演過一部叫粵語片
叫《月向那邊圓》（1955），故事竟然十分類
似：「林佩麗本與表哥蔡兆文相愛，但為報養
母養育之恩，答允下嫁養母親兒英奇。奇意外
傷殘，自此性情大變，及至發覺文與麗本是愛
侶，即自願退出，在知己胡淑華支持下重新振
作。」 雖然兩部影片悲劇和團圓結局不一，但
劇情的前半部分則是驚人地類似。基本上換了
名字之後，完全可以由《月》片變成《戀》片
的介紹。這點相似令我努力尋找它的根源。
教我意外的是，我找到的原來影片，不是五十

《雁行情淚》

年代，而是三十年代的美國電影。那部影片是
The Right to Live（1935），香港譯作《雁行
情淚》，在港也是1935年公映。影片同年也在
上海公映過，可惜查不出它在上海的譯名。在
對比過原片後，可以確定《戀之火》是以《雁
行情淚》為藍本改編的。但《雁行情淚》也不
是原創，它改編自英國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劇作The Sacred Flame。
毛姆成名於二十世紀初，其著名小說作品《人
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月亮和
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和《剃
刀邊緣》（The Razor’s Edge）都有中譯。他
寫過不少劇本，卻鮮有翻譯。以我所見， The
Sacred Flame也沒有中文譯本，我用的是英文
原著來參考。The Sacred Flame在1928年出
版和首演。它是三幕劇，時間相當緊湊，劇情
加起來沒有完整一天的時間，場景則集中在塔
伯特（Tabret）一家。第一幕是已半身不遂的
兄長莫理斯（Maurice，對應《戀》片的羅維），
莫的母親塔伯特太太（對應《戀》片的歐陽莎

第二幕是第二天早上，印度舊友來大宅與哥連
展開對話，他來是因為莫理斯已死去。然後護
士威倫開始強調莫理斯不是死於自然，而是毒
死，並且懷疑是史蒂拉毒死他的，尾段的高潮
是她嘗試揭露史蒂拉行兇的動機，是因為她和
哥連有私情，並且讓在場人大感意外的，是史
蒂拉已有了身孕。第二幕因為眾人要午餐而
結束，第三幕則是午餐後，再繼續揭露真相，
由塔伯特太太說出她才是助莫理斯服藥自 殺
的人。
對照毛姆話劇 The Sacred Flame 和《戀之
火 》 ， 關鍵情節基本一致，但是結構和呈現
的方式差距很大。以劇情而言，《戀之火》影
片過了三分二，西城和因鳳回家的戲，才是
The Sacred Flame 的開幕。《戀之火》前面
的三分二劇情，在The Sacred Flame中都是暗
場交代，隨着人物的對話逐漸展開，情節也沒
有這樣豐富。The Sacred Flame劇情引人入勝
的技巧，是由平靜的暗湧忽然揭露出底下藏着
的洶湧真相，在《戀之火》基本上都放棄了，
而是平鋪直述，依着時序展示。在The Sacred
Flame ，觀眾一直不知道史蒂拉與哥連有染，
直到整個晚聚結束時才以教人意外的方式揭
露，但在《戀之火》中，二人的愛情糾纏一早
便已呈現了，完全沒有原著的意外之筆。這個
改變不是始自《戀之火》，而是由美國片《雁
行情淚》已開始。很明顯，《戀之火》是用
《雁行情淚》作它的改編基礎的。

26 會員專欄
《雁行情淚》的導演是威林基尼（William
Keighley）。演史蒂拉的女星是不太知名的
Josephine Hutchinson，十分美麗而且演技亦不
俗。演哥連的則是與比堤戴維絲（Bette Davis）
多番合作的佐治白蘭（George Brent），本欄
上一期談《長相思》（The Old Maid，1939）
也介紹過他。《雁行情淚》影片僅接近七十分
鐘，算是較短的一部戲。它的改編已是把 The
Sacred Flame 變成順時序展現。它由莫理斯
與史蒂拉熱戀到結婚開始，再說到莫理斯的飛
機失事，然後弟弟哥連由南美歸來探兄長莫理
斯，莫理斯怕妻子悶，叫他相陪，結果二人卻
陪出愛情。史蒂拉變得與哥連難捨難離。除了
結構不同，影片也加重了弟弟哥連的戲份，毛
姆的原著中，哥連角色關鍵但戲份不強。但依
當時荷里活規矩，戲份難免要集中在一對俊美
的男女主角身上，因此哥連與史蒂拉的糾纏關
係着墨更多，寫得更纏綿。但影片整體成績平
平。尤其原著中最光芒四射的母親角色，也在
側重史蒂拉之下變得很次要。
易文編劇和導演的《戀之火》，明顯是由《雁
行情淚》再發展的，結構上基本承襲它對 The

Sacred Flame的改動，但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劇
情改動。其中一個關鍵，是因鳳的愛情。無論
在The Sacred Flame或《雁行情淚》，女主角
原來都是愛哥哥，在他半身不遂之後，二人有
夫妻之名而沒有夫妻之實，才忍不住戀上弟弟
的。但在《戀之火》中，李麗華演的因鳳，卻
是一早已愛着弟弟，只因想滿足姨媽的心願，
才嫁給哥哥。她與弟弟只是再續前緣。我曾
為中國的言情文藝片寫過一篇論文，談及中國
的愛情片中，愛一個人就像找到另一半，從此
一生一世愛着對方，失去愛人女主角往往只有
一死，是七十年代前中國文藝片的基本前設。
當中女主角尤其要如此。女主角移情別戀或同
愛兩人，在當時的文藝片中幾乎是大逆不道的
事。《戀之火》的改動，也可說從一個側面印
證了這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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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情淚》的行為基本相同，半身不遂無疑
對他構成很大的打擊，但他應對的方法，是絕
不在人面前顯出愁容，反而是要像沒有事一樣
的堅強，The Sacred Flame開場時便是他與醫
生下棋，大勝之餘還用語言挖苦對方，教人看
不出他已半身不遂。他也從不令妻子覺得他不
開心，反而在護士面前會把他哀愁痛苦的一面
暴露。而在《戀之火》中，羅維演的方東元，
自半身不遂後，便一副天愁地慘的模樣，不是
埋怨、發脾氣，便是自怨自艾。這又是那個年
代文藝片男性角色的常態，他們總是經不起打
擊，反應永遠是哭哭啼啼地訴苦，好像不如此
便沒法獲得觀眾的同情。所以從角色的設定角
度看，《戀之火》確有不少地方是把《雁行情
淚》「中國文藝片化」了的。

（五）：流浪者的苦澀

《戀之火》雖然應該是以《雁行情淚》為藍
本，但易文應該看過毛姆的原著 The Sacred

Flame的。《雁行情淚》對The Sacred Flame
有一個很大的改動：它刪掉了史蒂拉懷孕的情
節。這很可能是要符合當時保守的美國電檢
而作的改動。但易文卻把這個重要情節補回進
《戀之火》中。在五六十年代，女主角在愛
情上從一而終幾乎是必然的，但未婚有孕卻
不單不是問題，反而是最慣用的博取觀眾同情
的情節。女主角未婚有孕的情節在五六十年代
的國粵語文藝片，甚至粵劇電影中，是大量出
現的。易文應是看過The Sacred Flame，知
道是可以運用的情節，才補進去的。其實我們
看名字，便可以看得出，《戀之火》是由 The
Sacred Flame（神聖之火）的名字而得名，而
The Sacred Flame的名字源自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一首詩作，「神聖之
火」的意思實在是指「愛（但不專指愛情）的
火燄」。易文西洋文學根柢甚好，他應該是知
道其涵義，才把片名幾乎像翻譯一樣改作《戀
之火》的。

1

另一個較大的改動，是由莫理斯變成方東元
的性格改動。莫理斯在The Sacred Flame或

《愛的讃歌》

根據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香港影片大全第四卷

（1953–1959）》，頁116。

劉偉霖
本系列逐部介紹山田洋次的作品，除了想補充
山田早期作品的資料不足，更想質疑《男人之
苦》及寅次郎只是靈機一觸、或者全由渥美清的
魅力建構之慣常想法。相反，《男人之苦》的
成功是有跡可尋，埋藏於山田早期作品之中。
這次介紹的三部作品，都是調子較為灰暗或苦
情，詼諧度較低。它們另一共通點，是由森崎
東和山田共同編劇。森崎東比山田年長四歲，
但久久未有機會成為導演。他於1965年從松竹
京都片廠轉至大船片廠，擔任野村芳太郎及山
田的助導，《流浪者之愛》是他第一部拍成電
影的劇本。
《流浪者之愛》
《流浪者之愛》（なつかしい風来坊，1966）
是山田第八部作品，是他早期或者「前《男人
之苦》」時期的中間點。它為《男人之苦》提
供的一塊砌圖，就是寅次郎作為浪跡日本的
「流浪者」。日文漢字「風來坊」浪漫地描劃

了流浪者的形象：隨風而來、隨風而去。
中年公務員良吉（有島一郎飾）在火車上，被
醉酒的源五郎（鼻肇飾）纏擾，兩人交談一會
後源五郎被車務員帶走。良吉及源五郎第二次
碰面時，一起去喝得爛醉，良吉更帶源五郎回
家過夜。源五郎的出現，令良吉的呆板生活起
了變化，他是地盤工人，哪兒有工作便去哪
兒，足跡遍佈日本。
源五郎在海邊拯救了想投海自殺的愛子（倍
賞千惠子飾），良吉一家收留了她做女僕。
源五郎暗戀愛子，令他萌起成家立室的念頭，
良吉鼓勵他大膽追求。愛子和源五郎約會後，
一身泥濘、衣衫不整地回家。愛子沒有說出經
過，良吉報警，警察拘捕源五郎，控以搶劫及
非禮。雖然澄清了是誤會，但源五郎被另一個
地方通緝，不能釋放。愛子自覺麻煩了良吉一
家，不辭而別。
一年後，良吉被調職到東北的鄉下地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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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及兒女不願放棄東京的生活，良吉只好自
己赴任。殊不知在火車上，先遇上背着嬰兒的
愛子，然後源五郎也出現。原來愛子在源五郎
出獄後，和他結成夫妻。
鼻肇即使仍是《流浪者之愛》的重心所在，但
有島一郎的加入，和他形成有趣的對比，亦打
破了山田之前的作品中，過於倚重單一男主角
的格局。源五郎及良吉可謂完全相反，源五郎
出賣勞力、粗魯、自由自在；良吉是公務員、
斯文、拘謹及有家室，就連身型都是一肥一
瘦。兩人亦從對方看見自身的不足，良吉缺乏
家庭溫暖及歸屬感，源五郎則如同「社畜」，
沒有人生樂趣及知己。
《流浪者之愛》的情節不算出眾，爆笑程度也
不及《運氣好的話》（運が良けりゃ，1966），
但人情味較濃厚，不單寫出良吉及源五郎之
間，源五郎及愛子之間的溫情，也有家人對良
吉的無情，以及上司對他及所有下屬的虛偽。
山田前作雖不乏賣座作品，但本片在評論界所
得到的讚譽，卻是山田的首次，並獲得1966年
度藍絲帶獎的「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
（鼻肇）。
流浪者遇上白領族的情節，在《男人之苦》第
四十一集再次出現，情景也是發生在火車。不
堪壓力的白領族坂口臥軌自殺，幸好司機及時
剎車。寅次郎開解了坂口，對方為了報恩，邀
請寅次郎和他同遊維也納，是《男人之苦》系
列唯一一次到海外取景。

《流浪者之愛》

《愛的讚歌》
山田第十部作品《愛的讚歌》（愛の讃
歌，1967）改編自法國劇作家兼電影導演
帕尼奧爾（Marcel Pagnol）的《馬賽三部曲》
（The Marseille Trilogy），帕尼奧爾於1930年
代曾把三部曲拍成電影，頗受海外觀眾歡迎，
包括日本。山田把原劇的馬賽港，改編成瀨戶
內海小島，亦把三部曲濃縮為一部電影。當時
帕尼奧爾仍然在生，他批准山田開拍，條件是
只能在日本放映。

陽》（下町の太陽，1963）出現，只是山田當
時未為意「八卦鄰里」對觀眾的吸引力，去到
《愛的讚歌》便用得收放自如。
《風吹就倒的男人》

灰回她家鄉後，離開日本。
花子道出自己懷孕那一幕，三郎雖然知道孩子
不是他的，但也建議她去墮胎。這時老師插
嘴，說花子是天主教徒，不能墮胎。《家族》
也有一幕是看上民子的好色鄰居，問她為何生
了那麼多孩子。她說自己是天主教徒，鄰居
沒有說出「所以不能墮胎」，但做的手勢卻和
三郎一樣。此外。《男人之苦》第七集的「女
神」，也是一個叫花子的輕度弱智少女，寅次
郎遇上她時，她差點被壞人騙入火坑。

《風吹就倒的男人》
瀨戶內海日永島上，仙造（伴淳三郎飾）開小
食店，做遊客生意。其子龍太（中山仁飾）不
想一生困在小島，暗中辦好移民巴西的手續，
出發當晚才通知仙造，以及女友春子（倍賞千
惠子飾）。龍太要求春子等他兩三年，之後再
接她去巴西，但他不知道春子已經懷孕。
龍太離開後，春子誕下兒子龍介。正直善良的
中年醫生（有島一郎飾演）同情春子，娶她為
妻並認龍太做兒子。龍太厭倦了巴西的生活，
沒通知仙造及春子便回到日本，驚見春子已為
人婦及人母，他不相信龍介是自己兒子，再次
離開。龍太在大阪找到工作，仙造收到他的信
後急病而死。龍太回島拜祭亡父後，帶春子及
龍介到大阪，一家團聚。

第十三部作品《風吹就倒的男人》（吹けば飛
ぶよな男だが，1968）拍於兩部「一發」系列
電影之後（下回會介紹此系列），可能是山田
最灰暗的作品。它涉獵了黑道及賣淫的世界，
山田沒拍過黑道片，為了逼真，山田特意去拜
訪山口組，被該組織的第三代頭目接見。
流氓三郎（鍋尾佐美飾）和三個「兄弟」，在
大阪火車站附近兜搭女子，引誘她們做色情行
業。〔《家族》（1970）主角一家步出大阪火
車站後，即被一位形跡可疑的男子兜搭，說可
以介紹客棧。此男子穿西裝卻不像上班族，和
三郎等人的感覺很像。〕

《流浪者之愛》是輕鬆的調子後帶着苦澀，
《愛的讚歌》則以苦情為主調，加上配角的插
科打諢。其中在《男人之苦》系列飾演「八爪
魚」印刷廠東主的太宰久雄，初次參演山田作
品，飾演搞笑的理髮師。仙造的小食店儼如
全島的社交中心，不少惹笑場面都是在此處發
生，而這種設定，正正就等於《男人之苦》寅
次郎老家的小食店「寅屋」，連佈置也相似。

輕度弱智的花子（綠魔子飾）離家出走抵達大
阪，三郎的兄弟把花子帶到郊外，想逼她拍攝
色情電影，三郎打傷兄弟，救走花子。三郎發
現花子常被中年人勾引，將計就計，利用花
子設美人局。老師（有島一郎飾）被三郎搶錢
後，對自己的淫念深感懊悔，竟然回頭和三郎
及花子喝酒談心，然後醉醺醺的去了阿清（都
蝶蝶飾）的色情指壓店。翌朝，三郎把花子賣
給阿清。

山田直言《愛的讚歌》的小食店，正是從《馬
賽三部曲》的酒館移植過來。如是者，《馬賽
三部曲》也算是《男人之苦》眾多靈感之一。
話雖如此，主調憂愁、配角插科打諢的設定，
以及左鄰右舍的濃厚人情味，早在《下町的太

不久，花子寫信向三郎告別，原來她有了五個
月身孕。雖然三郎曾和花子過夜，但孩子不是
他的。三郎刺傷了另一幫派的黑幫，被短暫收
監，出來卻得知花子的死訊。原來花子小產
後，中血毒而死。三郎悲慟不已，帶花子的骨

山田開拍《風吹就倒的男人》前和松竹起了爭
執。山田的劇本原題《流氓怨曲》，松竹卻想
改成《昭和元祿破廉恥節》，後來才折衷成
《風吹就倒的男人》。不過影片票房慘淡，山
田擔心導演生涯會從此終結。但本片頗獲好
評，小說家結城昌治於《朝日藝能》雜誌連續
兩期撰文力捧，更將山田比於黑澤明之上。本
片最後於《電影旬報》年選中排第十，是山田
初次入選《電影旬報》十大。
《風吹就倒的男人》的世界烏煙瘴氣，但每每
表現出一種「污泥中的純情」。除了主角會遇
到像老師這種絕頂好人，做偏門的人也會有菩
薩心腸，例如住在三郎隔壁、貧窮潦倒的黑幫
成員「不動」；看似見錢開眼、靠剝削女人為
生的阿清，實質上很照顧花子，三郎自己也有
很重的良心。死亡與離別後，影片意想不到的
以幽默作結：阿清怕三郎會在外國感染性病，
送他一盒安全套。
也在這一場中，自小沒有母親的三郎，問曾經
生過一名孩子的阿清，兩人會不會是母子。阿
清大笑否認，說孩子出世後便死了。寅次郎就
是他父親和藝妓所生，父親帶了他回家撫養，
寅次郎自小沒見過母親。在第二集中，其母阿
菊出場，她把多年所賺的皮肉錢，於京都開設
愛情酒店。阿清也有相似的經歷，飾演她的都
蝶蝶，在《男人之苦》飾演阿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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