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要有自己的聲音
在一個虛擬城市中，一個作家失蹤了，

真相是甚麼？一個記者（黃子華飾）愛上
了師傅（廖啟智飾）的太太，因為這段感
情離開了這個城市，也放棄了自己的事
業。直到這個城市的變化愈來愈大，他回
來幫助師傅重新創立一份新的報紙。

表面上看，這是一群報業人員的故事，
關於報紙與文化界，關於自由與自我審
查，關於如何在枷鎖中發出最原始的聲
音，關於如何扭轉一個城市的命運。但如
果這只是一個單純地發生在香港報館中的
故事，莊梅岩就不是莊梅岩。雖然她每次
帶來的劇本，故事性都強烈得讓觀眾不斷
回味（比如那樁不管是不是發生在聖荷西
都同樣恐怖的謀殺案），但對人心和人性
的揣摩才是她最精彩的殺手 。

其實，不管是甚麼職業，每個人的生存
狀態中何曾沒有這許多的枷鎖與隨之而來
想要掙脫枷鎖的衝動？「甚麼時候，你是
在迎合他人的標準？甚麼時候，你又是真
正在為了自己的標準而活？」編劇真正想
問的，也許是：「這樣的人生，這樣的城
市，還有沒有野性的空間？」

莊梅岩說，寫作的觸發點來自於一次在
香港目睹野豬的打獵。「香港真的是有野
豬的，我突然發現很有趣，我們總說城市
化城市化，慢慢建立 一些東西，霸佔了
它們的生活，有時你甚至都忘了它們的存
在。直到某一天，它發狂地衝進來，你會
覺得它是在擾亂這個文明的社會，但其實
原本這個地方是屬於它的。」

這個圖景突然把她腦子裡的所有線索都
連接了起來。這個城市的identity身份愈來

愈模糊；這裡有相對足夠的自由，但是日
子久了，人們卻因為各種原因，放棄了主
動思考的權利。「香港很有趣，只有在賺
錢的時候是最有活力的，其他時候都很被
動，我們不主動關心政治，不主動關心文
化藝術，不主動思考。我愈寫這劇本，好
像就看得愈清晰。所有都是一個惡性循
環，香港人拚命賺錢，最後錢又不知道去
了哪裡，然後又只有拚命賺錢，思考的生
活就被不斷擠壓。面對這種情況你又能怎
麼樣呢？只能是可以voice out時就voice
out，有下一代時就告訴他們：你不一定
要做一個很特別的人，但你不要依附別人
的話語，你要有自己的聲音。」

莊梅岩說，《野豬》是她給自己的挑
戰，比之前的作品都要難寫。如果說《聖
荷西謀殺案》講的是一個人的過去現在未
來，《野豬》則是一個城市的過去現在未
來，其中有更多的信息拋給觀眾去消化。
而從風格上來說，比起《法吻》一氣呵成
的戲劇性，《野豬》又顯得更加小說化，
在文字和敘述方式上面都會有所改變。不
變的，大概是莊梅岩的那種沉重——就連
陸離都要在文章中寫：莊梅岩的世界好黑
暗。

「觀眾進劇場，很多就是想要笑。其實
這是沒有錯的，真的！香港人很辛苦，下
班後為甚麼不能要求一些快樂？其實我都
替觀眾慘，下了班還要來看《野豬》（笑）
——不過可能他們是來看黃子華（笑）。
但好在我覺得他們知道的，知道我的作品
感覺是怎樣。」她笑 說。

演出一開賣就全部爆滿，旋即再加開兩
場。知道可能受驚嚇，還是忍不住要買票
入場，莊梅岩，觀眾多愛你！

找到很靚的甄詠蓓
這麼一個「硬邦邦」的劇本，被交到了

導演甄詠蓓的手上。
「這次的劇本是比較社會性的主題，我

看過她的專欄，感覺到她也對這個東西有
興趣，所以想找她合作。」莊梅岩說：

「我的戲都比較寫實，正常來說都會找一
些寫實派的導演，大家好溝通嘛，但這次
的這個題目，我腦子裡已經有某種style，
想要找一個視覺表達能力特別強的導演。
我看過她的作品，美感好重，不是很生活
化的戲劇，而是用其他形式，比如動作
啊，很多劇場手法去表現。你看她，是很
靚的藝術家，很靚的女人，你進她辦公室
就 知 道 ， 不 像 我 的 寫 字 ， 超 級 亂

（笑）。每天看排戲，你就會覺得她正在把
這些東西帶進去我那個硬邦邦的世界裡
面。」

編劇和導演的合作就像是婚姻，莊梅岩
說，和甄詠蓓的合作是「每天愛她多一
些」；甄詠蓓則說，第一次和莊梅岩談，
就直覺覺得兩人會「好玩」。「她一來就
說，想要找人衝擊她，我說，太好了，我
最喜歡衝擊人，難得有個人自己送上門

（笑）。」甄詠蓓覺得，莊梅岩的劇本寫人
性寫得很深入，有一種human concern在裡
面，劇本關注的不是編劇自己的小情感，
而是後面更大的東西，而這，也正是她最
喜歡的。

黃子華的另一面
最大的爭執是演員陣容。「莊梅岩的戲

很難搞。」甄詠蓓說，「語言很強，人物
很深入，人和人的關係寫得⋯⋯戲裡的表
面事件一點不重要，比如《聖荷西謀殺案》

不是在講謀殺，《法吻》也不是講那個法
律事件，其實都是透過裡面來講人的脆
弱，人的價值觀。這是很難排的。《野豬》
裡面的人物我用個『纏』字來形容，自己
纏一大堆東西，幾個人又互相纏，然後纏
成一大片⋯⋯這對演員素質要求很高，他
要很能轉到那個世界中才行，要很知性又
很感性，但兩者又都要很深，技術當然也
要好。」

兩個人都是挑剔的完美主義者，天馬行
空地亂想，連劉燁的名字都曾出現在腦海
中。幾番討論，就快要開排，最吃重的男
主角角色還沒有人選。直到有一天，黃子
華的名字出現了，兩人眼睛一亮，立馬拍
板：就是他了。「我自己也不認識子華，

完全是憑直覺。」甄詠蓓說，「《野豬》
裡的男主角很複雜，我覺得黃子華也很複
雜。表面上，他做棟篤笑，那麼sharp，腦
子那麼靈活——這種人回到家一定變態的

（眾大笑）。一個人哦，他怎麼面對觀眾，
怎麼創作？我覺得他也不是表面上的那個
公眾形象的樣子，應是很情緒化的人，另
外，他也是文化人，這很重要。他一直看
很多演出、很多書，很勤力，早年還在話
劇團做過，近年又搞舞台劇，很想做演
員。不要問我為甚麼，我直覺就覺得：是
他了。」

兩人拿 劇本去看黃子華的演出，直接
衝到後台，興奮得不等人家卸妝就開始談
合作。黃子華考慮了一下，幾天後就答應
了。敲定男主角，其他人選相繼到位，包
括現代舞者陳敏兒扮演女主角，老戲骨廖
啟智加盟，表面甜美內裡爆炸力驚人的林
嘉欣也被拉了進來。「別人都說我們的
cast『九唔搭八』，我們卻覺得合適得不得
了！」兩人齊說。

「很有趣的是，如果我知道是哪個演員
來演，我寫劇本時就會有感覺。比如說，
我的劇本雖然不是很幽默，但是有時也會
覺得，不如寫輕一點吧，但一想到是黃子
華做——不行，不能給他！你明白嗎？觀
眾對他有那種期待。我也會覺得，不如我
們給觀眾看黃子華的另外一面吧，因為他
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說，一旦確定他
參演，我就朝 他寫，但不是順 他的公
眾形象。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樂趣。」莊
梅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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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看The Bridge Project的
《李察三世》時，場刊內的文
章提及該劇不斷上演的同時也
不斷有所改動。好的作品要有
重演的機會，也要不斷研磨；
最近，多齣戲劇作品重演，除
了讓未看過的觀眾得以欣賞到
經典作品，也可以讓我們看到
不同的導演與演員的不同演繹
方法，像《法吻》最近重演，
換了兩位主角，整個戲的張力
已然不同。

重演之外，還有的是再生。
將原來的劇本重新配置新的材
料，或者在多年後再來審視當
年所說的一切。之前在「游藝
亞洲」藝術節演出的《寒武紀
與威士忌》，便是編劇黃詠詩
四年前的作品《娛樂大坑之大
娛樂坑》的重演，黃詠詩在場
刊內「編劇的話」中提到，原
本打算把劇本大改，但最終讓
作品保留了當時的質感。但作
品當年在小劇場演出，如今在葵青劇院演藝廳上演，整
體製作規模已然不同，對作品的呈現也有一定的影響。

錯過了當年的《娛樂大坑之大娛樂坑》，因此今次還
是首次觀看這個作品，據說母親的部分加重了，而李鎮
洲飾演的行動不便老伯，也是原劇本所無。

一開始，是譚玉英飾演的母親講述自己意外身亡的經
過，多少有生命無常的感覺。然後接上女兒阿紀（黃詠
詩）與眾友人在她家中齊過冬的情景，開始介紹不同的
人物與故事－－－－在大學工作的同性戀舊友，愛靚的女
友，與事業有成但婚姻破裂的好友等等，各自背負不愉
快的生活經驗然後聚在一起，以無聊的笑話來遮掩自身
的不安與一團糟的生活。

在這些友人之外，她還
安排了在內地來港工作的
清潔工、百多年前抵抗英
軍，現在流落大坑的新界
原居民鬼魂，以及行動不
便老者，穿插在女主角與
友人之間，作出對比。他
們代表的是另一種價值的
取向與觀念：來自內地的
清潔工努力工作，大頭鬼
只想回新界原居地，而老
伯的未了心願是遺留鄉間
的樂團團員。

女主角在事業與感情都
不如意下，認識了老伯，
然後開始照顧他的起居飲
食，最後老伯死去，在逃
不開母親猝逝的陰影，照
顧他本成了阿紀的依賴與
寄託，他的離世令阿紀更
加無法面對自己，最後選
擇自殺。母親的報夢令她
重拾生的意志，最後以舞

火龍與阿紀生日作結尾。
這個明顯是極富自傳色彩的劇作，黃詠詩亦明言是她

與朋友的印記，她亦頗能捕捉到當時那一批人的心理與
生活氛圍，但貼身的故事難於剪裁，這個問題也見諸這
個劇本之上。我們看到這一些人的心理與生活狀態，但
背後的緣由卻沒有深挖；黃詠詩的對白精警，很容易帶
動觀眾的情緒，然而卻對故事的推進、人物情感的刻劃
沒甚麼作用，整個作品也就建構不起來。值得一提的是
演員相當不錯，演奶茶（貓）的就很傳神。

黃詠詩的《破地獄與白菊花》和即將重演的《香港式
離婚》，是相當出色的作品；《寒武紀與威士忌》劇本
上似乎尚有不少可發展的空間。

7A班戲劇組 《鐵道緣》
轟隆，轟隆⋯⋯延綿千里的鐵路，承載 四代人的歡笑、哀

慟、呼吸、吶喊。遙遙一個世紀之中，接通中港兩地的列車連繫
上億人的生命軌跡，或富或貧、或得或失，在月台車廂邂逅、錯
開、相聚、分離。不同時代的你我他，看似幾道互不相干的平衡
鐵道，卻又是來而復返、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絡繹不絕的人潮
到達目的地以後，繞樑三日的，除了轟隆的火車聲⋯⋯還有最真
實的心跳。7A班戲劇組帶領觀眾游走館內售票處、路軌與懷舊車
卡，於真實場景中細味遠近時空、大小時代的點滴情緣⋯⋯

時間：2012年2月24至26日，3月2至4日 晚上8時15分

地點：香港鐵路博物館　查詢：22687325，25820274

絲綢之路合奏團與馬友友
絲綢之路合奏團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逾二十個國家，有音

樂家，也有其他界別的演藝工作者，其中有部分成員是於2000
年在馬友友主催的麻省鄧肯活音樂中心工作坊中相遇，其後
組成合奏團。絲路合奏團與世界各地分享不同的文化傳統，
創作及演奏新音樂、多媒體作品，探討並擴展現代音樂範
疇。合奏團曾在亞洲、歐洲、北美洲演出，大獲好評。迄今
發行了5張唱片。最新作品「地圖以外」獲提名2011年格林美
獎——最佳交匯古典唱片組別 。

時間：3月3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22687321

香港戲劇協會 《金池塘》（四度公演）
他，Norman（鍾景輝飾），接近八十歲的退休教授，擁有挖苦別人

的幽默感。她，Ethel（李司祺飾），比他年輕十年，性格開朗，是他完
美的終生伴侶。這個夏天，一直刻意避開他的中年離婚女兒 Chelsea

（馮蔚衡飾）偕現任牙醫男友Bill（古天農飾）及其十三歲的兒子 Billy，
到金池塘探望兩老。相處下來，Norman與Billy 之間的代溝漸漸變成互
相欣賞，而父女間的關係亦因這「兩爺孫」的化學作用而逐漸修好。
夏天過去了，女兒帶同Billy回家，一切好像回復正常，Norman 卻突然
心臟病發，兩老深切地感受到死亡，同時，亦令二人更愛對方。雖然
時間所餘不多，但過去的年月日卻是美好的。

時間：4月12至15日 晚上7時45分　4月14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查詢：22687325（康文署），23530880（香港戲劇協會）

活動推薦文：聞一浩重演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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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聖荷西謀殺案》與《法吻》等作品為觀

眾熟識的實力派編劇莊梅岩，將聯手導演甄詠蓓

帶來新作《野豬》。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女性組合

已經令人期待，再加上著名演員黃子華將「華麗

轉身」，呈現喜劇面孔後不一樣的深沉情感，實是

今年藝術節不能錯過的本地原創作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排練照（Patrick Leung）；

人相（Kit Chan@K C Creative）

《野豬》
時間：2月3至5日，7至12日，14日至19日

晚上8時

2月5日、12日、19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野豬》排練照。黃子華（左）與林

嘉欣。

■《野豬》排練照。廖啟智（左）與陳

敏兒。

■陳敏兒 ■廖啟智 ■林嘉欣■黃子華

尋找城市中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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