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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聖誕，最適合與親人朋友聽着悠揚音樂，過一個溫馨美好
的夜晚。今年冬天，中大合唱團再度邀請美國傳奇爵士大師侯活
麥格尼，於12月26日晚上八時在文化中心舉行《冬日戀曲》音樂
會。
侯活麥格利（Howard McCrary）是美國樂壇傳奇人物，出道至

今近四十年，集作曲、編曲、監製、鋼琴手及歌手於一身，縱橫
福音與爵士音樂界。1986年他以《So Good》大碟獲格林美獎提
名，多年來合作過的天皇巨星包括米高積遜及昆西鍾斯（Quincy
Jones）等。近年他移居香港，繼續參與本地音樂人如鍾氏兄弟的
音樂製作。
在《冬日戀曲》中，侯活麥格尼除了重新演繹大家耳熟能詳的

聖誕歌曲外，更以爵士合唱風格改編多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情歌，
為之注入全新元素，當中不乏披頭四及米高積遜等樂壇傳奇人物
的作品。侯活麥格尼將率領城中知名爵士樂手程理高（薩克
管）、蕭偉中（低音大提琴）及陳江平（鼓），與中大合唱團，
送上一場別出心栽
的爵士盛宴。
是次音樂會將為

中大合唱團「乘着
歌聲的翅膀」贊助
計劃籌款，所得款
項將資助欠缺經濟
能力的學生團員參
與未來的海外演
出。

前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港譯齊奧塞斯庫）
生前勒令興建的皇宮，是全球第二大建築物，規模
僅次於美國五角大廈，宮內的華麗裝飾，可媲美法
國的凡爾賽宮。設計皇宮的女建築師彼得雷斯庫
（Anca Petrescu）最近逝世，當年她與獨裁者的關
係，以及獨裁者如何吸盡民脂、窮奢極侈去建宮的
醜惡往事，再度觸起世人的回憶。
西奧塞古皇宮位於首都布加勒斯特，1977年首都

發生地震，死傷無數，房屋損毀，西奧塞古趁機要
興建一幢新的「政府辦公樓」，附設官員住宅。當
時呈交西奧塞古參考的建築方案有很多份，包括有
大師級的設計，但西奧塞古遲疑不決。
彼得雷斯庫當時只是國家設計學院的小職員，剛

剛考取建築師資格，根本無望參與設計皇宮。1981
年進行最後選拔時，她的作品仍然不入圍。但她死
心不息，索性辭職專心設計，花了三個月時間，完
成按比例的大樓模型：一個外形誇張、裝飾華美、
鍍金耀眼的庸俗作品。她寫信給西奧塞古，懇求領
袖賜予機會，讓她展示嘔心瀝血之作。結果，西奧
塞古竟被這幢金碧輝煌的巨廈所吸引，據說，他還
迷上了年輕貌美的建築師。年僅三十二歲的彼得雷
斯庫當選為皇宮的設計者。
皇宮於1984年動工，輔助彼得雷斯庫的建築師
逾七百人，參與工作的羅馬尼亞人民逾百萬，包括
徵召軍隊、政治犯，甚至奴役修女，去編織華麗的

地毯和窗簾。據統計，同一時期在地盤日
以繼夜趕工的人數超過二萬，辛勞致死
者，司空見慣。為了興建皇宮，約四萬居
民遭逼遷，四平方公里範圍的建築物遭剷
平，包括極具歷史價值的首都三處舊城
區，以及二十七座教堂。
宮殿樓高十三層，房間逾七千間。宮內

的大理石牆壁、桃木地板和巨型水晶吊
燈，令人目瞪口呆。據悉，最大的吊燈直
徑九米，重五噸，燈泡逾一千個。建宮歷
時五年，西奧塞古很關心工程進展，經常
去地盤監察。據彼得雷斯庫回憶，某日領
導人來視察，指出一圓柱上雕刻的花朵不
合比例，經過量度，果然相差一厘米，該
圓柱最後被拆卸重建。
當年羅馬尼亞人民食物須配給，冬天供電不足，

但皇宮內三個小時的耗電量，足夠首都二百萬市民
一日的用電。
西奧塞古最後一次視察皇宮，是1989年11月，

當時東歐正醞釀變天。一個月後，獨裁者夫婦被捕
槍決，富麗堂皇的皇宮落成時，他們無福享受。
皇宮如今被稱為「人民宮」或國會大廈，供公眾

參觀。大樓內設政府部門辦公室、上下議會會場、
國際會議中心、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憲政法庭。
但獨裁者在「人民宮」陰魂不息。宮內至今還沒

安裝冷氣系統，因獨裁者當年曾擔心，敵人會利用
冷氣通道施放毒氣；另外，宮內樓梯級的闊度，是
為了配合獨裁者的小腳尺碼，如今參觀者上下樓梯
艱難。
羅馬尼亞變天後，彼得雷斯庫出走法國，替一些
度假村設計房子。2004年她曾返國企圖從政，但選
舉落敗。若傳媒訪問她關於獨裁者和她的私交時，
她會拂袖而去。
彼得雷斯庫今年十月因車禍逝世，享年六十四
歲。剛巧，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上月評選全
球十大最醜陋的建築物，羅馬尼亞的國會大廈名列
其中，對死者，這顯然是一個諷刺。

「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明年正式啟
動，「文化部」早前出來解畫，解釋政策的主
要內容，包括以兩千萬台幣為紀錄片工作者成
立「紀錄片補助金」，補助項目不再限於製
作，而包括行銷、放映等部分；此外，「文化
部」也打算將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
展改為一年一次。
第一年的執行預算為六千五百萬台幣。

政府高調撥款
紀錄片工作者暫時可以鬆一口氣，當初「文
化部」宣佈計劃時，業界不少人士質疑經費如
何利用。資深紀錄片導演李中旺接受記者訪問
時便說：「五年五億算不錯，希望是用來改善
紀錄片的大環境，而不是用來補貼製作，譬如
成立專放紀錄片的放映室、國際雙年展從兩年
一次改為一年一次等。」純粹補貼製作費用的
話，商業電影公司可能為了分資源而拍紀錄
片，「這會是一個災難。」
是次計劃的金額與幅度都非常大，這與龍應
台在香港居留期間，受邀擔任第一、二屆華語
紀錄片節評審、進而關注紀錄片發展不無關
係。而她也強調，會要求所屬單位絕對不干涉
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想法，保持紀錄片的獨立
精神。

各類型補助多
相對香港、內地，台灣紀錄片的拍攝環境、
放映渠道、政策支援算比較完善。台灣「文化
藝術基金會（國藝會）」一直補助各種藝術類
型，在影像藝術方面，專門補助紀錄片拍攝、
動畫創作、實驗短片，分常態性和專案兩種補
助。常態性補助從十萬到六七十萬台幣不等，
而專案補助的金額更高， 一部影片大概補貼
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五十萬台幣左右。 資深導
演一般競爭專案補助，一年大概有四至五位導
演獲資助。
除了「國藝會」，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
節目也不時邀請導演拍片，李中旺的《天亮
了》、沈可尚的《築巢人》都有公共電視補貼
其中一部分製作費用，完成後在《紀錄觀點》
播放。從1999年開播的《紀錄觀點》對紀錄

片導演來說，是一個不錯的紀錄片作品放映平
台，但當中存在限制，「沒那麼多人看公共電
視，它的收視率都不太好。」政大傳播學院副
教授郭力昕說。
李中旺便表示，電視台的製作經費不高，拍

攝的時間也不能太長，重要的是使用的器材規
格都偏低。「一部紀錄片的經費一般要一百多
萬（台幣），但電視台的製作經費只有十多二
十萬。」始終，電視與電影製作還是有很大的
差距。
沈可尚與公共電視合作十多年，今年憑《築
巢人》（《紀錄觀點》節目）獲台灣金鐘獎非
戲劇類節目導播獎，卻爆出公視內部自我審
查，要求修改片子部分內容。同時，沈可尚也
說，與電視台合作，作品會牽涉到版權問題，
在公共電視播完後再拿去院線放映，電視台會
不高興，如果片子拿去參加影展，發行商對版
權有興趣的話，「電視台會卻步，覺得自己有
一半的版權，這有點麻煩。」

CNEX大力支持
而由三個台灣人在2007年成立的CNEX基

金會也不遺餘力地推廣紀錄片工作，他們在兩
岸三地設置工作室，每年投資、發行、推廣紀
錄片。從2010年起，CNEX每年都舉辦「華
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邀請國際媒體、買家到
台北，協助華人紀錄片拍攝者與國際性的電視
台或基金會面對面交流，商討投資、合製及發
行的可能性，本地作品有被看見的機會。
台灣也因為有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
節、高雄電影節、金馬獎這些歷史稍微悠久的
影展，不缺播放管道。
有平台，有資金，因而郭力昕直言：「錢不
是最大的問題，台灣在兩岸三地是最幸運的，
言論有自由，沒有審查，香港和內地都沒有官
方或半官方組織支持，而台灣有機構去提攜、
有相關補助，這樣的地方不存在拍紀錄片活不
下去的問題。」但他對台灣紀錄片目前的狀態
並不滿意。不只是郭力昕，沈可尚、李中旺，
甚至吳乙峰等導演都不滿意，覺得台灣人都用
所謂的「人文精神」、「小清新」來打動觀
眾，紀錄片缺少內涵。

三地紀錄片軌跡系列二

今年年中，台灣「文化部」宣佈以「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推動台

灣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政策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又驚又喜，喜於「文化

部」額外向「行政院」申請經費，重視紀錄片發展，另一方面，也擔心撥

款利用不當，「有心人」透過漏洞極欲分一杯羹。

台灣政府高調支持紀錄片工作者，旁觀者看着自然又羨又妒，但身在其

中的人卻認為，台灣紀錄片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於資金或社會支持，而是

紀錄片在過度消費的電影市場中，慢慢失去本質，變得愈來愈商業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紀錄片愈來愈像產業，我不反
對紀錄片有商業效果、有更多人
看、在院線上映，我樂見其成紀錄
片有盈餘利潤。但我不希望看見紀
錄片為了存活而變得像一個商品，
這會失去它原來的初衷。拍紀錄片
的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現實，而不是
利用現實一些較為可口的題材來跟
劇情片搶觀眾搶票房，這會因小失
大。」郭力昕說，紀錄片應該更深
入地看世界的現實，有彌補過度娛
樂化的功能，如果紀錄片又變成一
個娛樂品，大家看得輕輕鬆鬆、報
喜不報憂的話，紀錄片就失去它的
定位與功能。

販賣熱血情懷
台灣紀錄片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販

賣感動、販賣「小清新」，像吳乙
峰導演所說，逃避碰觸「聳動性」
的話題，線院上放映的幾乎都是溫
暖、熱血、賺人熱淚的片子。沈可
尚以他前幾年拍的《野球孩子》為
例子，這也是公共電視有份資助拍
攝的片子，「 他們找我，希望我拍
一部很熱血的棒球紀錄片，那時剛
好台灣棒球發展一百年，我拍了很
多熱血的鏡頭，但我就是沒辦法那
樣說故事。」最後他剪了一個非常
安靜的版本，在歐洲參展後，版權
立刻賣掉，但台灣的收視、票房都
非常差。
自從 2004 年吳乙峰導演的《生

命》在院線上取得破千萬的票房成
績後，進入院線的紀錄片愈來愈
多，但套李中旺的話說，故事、題
材都很單一，都是歡笑、感人、溫
暖的片子，「大家都一窩蜂地搶着
拍。」《奇跡的夏天》、《星光傳
奇》 、 《青春啦啦隊》 、 《態
度》、《不老騎士》等都是同一個
基調──熱血感人，郭力昕忍不住
問，「這些故事本身就很感人，裡
面的挫折、努力、勇氣都值得談，
但後面一些很無奈的事為甚麼都不
碰觸？」

「紀錄片如果只有這樣的企圖是
不夠的，」郭力昕感嘆不已，「紀
錄片不是沒有錢被逼到絕路而變得
商業化，可能這也是台灣的一個特
質，很多東西拍着拍着就變得很溫
暖，台灣這種小清新文化特別強
嘛，不只是紀錄片，劇情片、音
樂、電視劇、通俗文學都充斥着這
種現象。」

錯誤的引導
年輕一輩的導演受這種模式的片

子影響，會產生「拍紀錄片就是這
樣」的想法，專拍合乎大眾口味的
題材，輕鬆又沒有負擔，「這不就
是拿真實的題材去生利潤嘛！」
李中旺也強調拍紀錄片不應該想

着怎麼取悅觀眾，「拍紀錄片本來
就很邊緣，如果目的性太強的話，
拍出來的片子會有所妥協、會扭
曲，希望觀眾看了會大笑大哭，這
種想法是不對的。」而成長過程中
受李中旺、蔡崇隆這批紀錄片導演
滋養的沈可尚也很憂慮：「我還蠻
替台灣下一代的紀錄片工作者擔
心，我是看着崇隆導演、中旺導演
他們的片子長大，會想比他們做得
更好，會有這樣的企圖。對我來
說，紀錄片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高貴
的片型，要有一種社會的高度、有
一種關懷人的高度，這是紀錄片最
基本的狀態。」

處於過渡期
總括而言，台灣紀錄片的生態很
不健康，但沈可尚也不悲觀，覺得
這是紀錄片發展的一個過渡期，久
而久之大家會膩，慢慢會「從單一
走向多元。」他堅持自我，拍的片
雖然未必在台灣有好成績，卻深受
歐洲電視台青睞，目前手上的紀錄
片有來自法國電視台和丹麥後製公
司的資助。
隔離飯香，台灣紀錄片的狀態看
似有很好的發展，但裡面有更多深
層次的問題有待解決。

麥格尼與中大合唱團
聖誕合奏《冬日戀曲》

極權者的皇宮 文：余綺平

不要感動不要感動 不要小清新不要小清新
台灣紀錄片須走出單一化台灣紀錄片須走出單一化

社會支持多 放映渠道廣
販賣感動 缺少自我期許

■■《《被遺忘的時光被遺忘的時光》》

■■《《築巢人築巢人》》

■■資深紀錄片導演李中旺資深紀錄片導演李中旺■■台灣年輕導演沈可尚台灣年輕導演沈可尚
■■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郭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郭
力昕力昕

■■《《天亮了天亮了》》

■■《《不老騎士不老騎士》》

■■彼得雷斯庫和她設計的醜陋皇宮彼得雷斯庫和她設計的醜陋皇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