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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集《變種特攻》
開始，這個英雄電影系列
經歷戲內戲外砍掉重練，
真正穿梭時空仍然屹立不
倒的，大概只有狼人和X

教授。這次狼人電影最終章，早早表明是
曉治積曼和柏克史釗域最後一次飾演狼人
和X教授。加上《盧根》作為與《變種特
攻》關係最疏遠的一齣外傳，就更加沒有
包袱了。電影甚至拍成限制級別，展現狼
人血腥的真實。既然狼人選擇以破格的方
式告別，更讓人期待電影如何敘述一個不
一樣的英雄故事。
不同於以往超級英雄電影忠奸分明的角
色設定和拯救世界的母題，《盧根》少有
地着重刻劃人物關係，務求反璞歸真，重
新將狼人視為有血有肉的人。盧根帶着患
有腦退化的X教授和神秘少女Laura逃

亡，一老一嫩，開展一場公路追捕戰。這
個老中青組合，包含着兩段若隱若現的父
子和父女情。不過狼人威猛不再，X教授
亦失去了過往的睿智。從X教授的病、盧
根的窘到Laura的狠，三代人各有其人性
弱點。加上電影強調超級英雄漫畫的虛
構、伊甸的不存在，進一步解構英雄的形
象。由此看來，狼人也不過是披着狼皮的
人——盧根。
擱下《變種特攻》以往有關主流與小眾

的隱喻，也放低狼人殺人如麻過後的陰
霾，《盧根》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英雄
也不過是人，也希望實實在在地感受生
活。電影中借宿黑人家庭一段，成為了這
種美好想像的投射。不論是X教授對於感
受家庭溫暖的憧憬和歉疚，還是Laura認
識新朋友後的第一個笑容，都構成了異能
人隱姓埋名之後的美好，儘管只有短短的

一剎那。
果然再鋒利的刀都會有生

銹的一日，十七年過去，堪
稱打不死的狼人最終還是要
死去，換上一名少女繼續張
牙舞爪。雖然戰場上Laura
的心狠手辣絕對不比狼人遜
色，不過墳場上那個傾斜的
十字架彷彿提醒我們，狼人
作為一代X-men的代表，
始終無法被取替。

文：鄺文峯

人生快到達終點，愛
是否亦已到盡頭？導演
薩維杜蘭繼《慈母多惡
兒》後又一矚目之作，
其新片《愛到世界盡

頭》是改編自法國同名舞台劇。
杜蘭表示︰「某次與安多雅爾(Anne

Dorval)在聊天時，她與我分享自己演出
Jean-Luc Lagarce的舞台劇《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她極力推薦
這劇本給我，更說是為我『度身定造』
的。所以我在2010年曾試着讀這個劇
本，但是我撐不過5頁。因Lagarce的風
格實在太老練了，對當時的我來說無法
理解。4年後，就在《慈母多惡兒》之
後，我覺得必須在我的第一部英文長片
《Donovan》之前拍點什麼；然後在我
的計劃中我忽然再一次重看那劇本，而
且愛上這劇本。這一次我可以與角色、
對白，甚至他們的情感聯繫上，我發現

劇中有我想要的一切，當中的謊言、秘
密、張力和沉默。讀到第6頁，我就決
定作為我的第6部電影。」
而電影的重點是在一個下午，不論是

爭吵或是沉默，一切都在家庭中發生
的。故事講及路易離家12年後首次回到
家中，準備向家人宣佈他快要離世了。
但各人沒有表達出自己的內心世界，亦
即是法語「Crise du language」所指的
語言危機。而杜蘭一直表明這部電影中
「我不覺得主角要明言說出他離開的原
因，那不是故事的重點。就像電影開頭
所說『生命中有些事會令你離開而不回
頭，而同樣地，亦有很多事情會迫使你
回去。』對我來說，這樣的安排已經足
夠。」
「這班人是如何一起度過，如何在同
一空間中改變。誰在聽，誰沒有；誰在
觀察誰，誰又在保護誰，這就是生活。
當然這只是他們人生中在一段非常有限
的時間。」杜蘭認為無需要更多的解
釋，一切交由觀眾去決定。

上映日期︰3月16日

韓國電影近年的急速冒
起，的確令亞洲各國同業
讚歎不已，由早年韓劇式
愛情的哭哭啼啼，到去年
的《屍殺列車》橫掃整個

亞洲地區票房，在香港更大比數打破韓國
電影歷史票房紀錄。今年另一部韓國巨製
《活埋35夜》登場，韓國票房繼續叫好，
更入圍青龍獎電影頒獎禮七項提名，來勢
洶洶。
影片故事講述一件無妄之災，李正秀

（河正宇飾）在駕車回家的途中慘遇隧道
倒塌，連人帶車埋在瓦礫之中，救援隊長

金大慶（吳達洙飾）擬好救援路線，卻揭
發隧道是豆腐渣工程，同時要面對政權施
壓。時間一日一日過去，正秀面臨斷水斷
糧，手機無電，而正秀老婆世賢（裴斗娜
飾）此時竟收到一份放棄救援同意書，正
秀難道就此成為這場人性角力中的犧牲
品？
這不是一部宣揚國家精神的電影，也不

是一部英雄主義的電影，戲裡沒有英雄，
有的只是一份無助、呼天不應的無力感。
被困的只能夠望天打卦，寄望外面的拯救
人員盡快來到，而他不知道的是環境嚴峻
的程度，在外面的拯救隊看見的不止是一

場意外，而是橫跨整個山頭的隧道完全倒
塌，拯救工作完全無從入手。
電影帶出的是既沒有誇張離地的英雄主

義，反而是貼地得很的各樣社會問題。先
是傳媒採訪阻礙救援，記者、救護人員，
大家都是來工作，但新聞重要還是生命重
要？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災難，官員到場的

「職責」是什麼？在戲中穿插着的場面，
既有喜劇效果，背後的嘲諷卻讓人反思。
《活埋35夜》藉着一次「人為」的災難，
卻帶出新聞背後一場「人性」的災難，我
們的社會能抵擋多少次這樣的大劫？

文︰艾力、紀陶

星星 影畫
館

星星 首輪
作

星星 光
影話 星星 視

評

披着狼皮的人——《盧根》

■曉治積曼最後一次飾演狼人。

謊言，秘密，沉默
—《愛到世界盡頭》

■薩維杜蘭(中)執導的電影《愛到世界
盡頭》早前奪得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瑪莉安歌迪娜瑪莉安歌迪娜((左左))、、安多雅爾安多雅爾((右右))在在
拍攝時重看拍攝時重看playbackplayback。。

隧道意外揭示的人性災難

■裴斗娜在片中飾演河正宇老婆。

■■《《活埋活埋3535夜夜》》在韓國叫好又叫座在韓國叫好又叫座。。

電影改編自日本年輕作家朝井
遼的同名作品《何者》，以

五位各具個性的大學畢業生，在求
職路上互相鼓勵，卻也害怕對方比自己早一步
找到工作，當中的種種矛盾、迷茫，再加插
兩男一女的三角關係，令這五人的微妙的友
情非常貼地，引人共鳴。

與原作者是打機好友
而對佐藤健來說，雖然他早於17歲已出

道，求職路與常人不同，但因與原作者朝井
遼是多年好友，原作推出時，朝井曾問他演不
演，但他覺得角色不易演繹，所以拒絕了，是
後來劇組在朝井不知情的情況下找他演，他才
答允。他直言：「起初都揣摩不到該怎樣演，
但看過原作後，我一直覺得『朝井遼就是拓

人』，所以電影開機前，專程找他聊
天，聽了很多他的意見。我又特

意去拜訪他剪頭髮的髮型
屋，用同一位髮型
師，要求對方幫我剪
個與朝井一模一樣的
髮型，甚至衣着、

手錶等，也用他平常用開或穿開的品牌。」
不過，不講不知，二人原來是打機好友。佐
藤健透露有次深夜時分去朋友家玩時遇上朝井
遼，本來二人都有點見外，但後來發現大家都
喜歡打機，因此打開話題。他還自爆打機比朝
井遼叻，試過以58比6大勝對方。
佐藤健為了演好角色，不惜模仿好友，而在

他心目中，拓人這個角色是個經常觀察別人的
「冷靜分析型男子」，「他這一點與我頗相
似，我會觀察四周的人，用心去想究竟他們到
底是個怎樣的人，所以我對拓人很多方面都很
有共鳴。不過，有一點我與他很不同，我不會
像他般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如Twitter
等，將自己的心聲寫出來，我一定不會這樣
做。」

面試戲份印象最深刻
電影講求職，只是佐藤健沒有參加過求職活

動，因此劇組安排他去企業參與真正的筆試和
面試，體驗求職活動。他坦言：「只是填履歷
表已覺得很麻煩，幸好我選了做演員。」問到
戲中哪個場面最印象深刻？他也不約而同選了
面試戲，「片中有幕我去面試的鏡頭花了很長

時間去拍，是全片最久，
非常辛苦，那場戲甚至是
唯一一幕令我產生疑問，
心想『這樣的台詞真的沒
問題嗎？』，後來與導演
討論後，他也準備了一些新的台詞給我。此
外，那幕會這麼難忘的另一原因是拍攝當時正
好撞正我生日，在踏入生日那一刻，我與導演
在交換意見呢！」
談到久違地再穿西裝去見工，他笑言：「我
剛進入娛樂圈還是新人時，與現在並沒太大分
別，只是感到年紀大了。現在要我着校服去演
戲的話，我會感到『的確再不能穿了吧』的感
覺。到最近更萌生出『我的男演員的人生中，
或許一生都不會再有着校服演的角色了。』這
種不耐煩的感覺。所以就算是演大學生，今次
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因此，現在可以演的角
色，我會用盡全力去應付。」
最後，他表示看過《何者 ─ 我們都想成為

「誰」？》的年輕人，可能會想從就職活動中
逃走出來，「電影是將現在年輕人的真實情況
描寫出來，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放棄，要勇敢去
面對就職活動。」

《何者 ─我們都想成為「誰」？》

求職，每個人一生中不能避免的一個重要過程，有人輕鬆就業，亦有人歷盡千辛萬苦仍然

無法求得一官半職。日前在港上映的日本青春片《何者 ─我們都想成為「誰」？》正是講述

大學畢業生求職路上的點滴，當中飾演男主角二宮拓人的佐藤健接受本報電郵訪問，分享拍

攝點滴及對求職的看法。他除自爆最怕見工外，也感嘆不再年輕，難再演學生，今次怕是他

最後一次扮演學生。其實他擁有一副童顏，這個最後一次是否來得太早？ 文：Mana

今次電影結集佐藤健、有村架純、
二階堂富美、菅田將暉、岡田將生和
山田孝之多位年輕演員，大家年紀差
不多，在片場時不但氣氛融洽，佐藤
健憶述：「拍攝期間很多時候都要等
埋位，如果大家都在現場的話，聚在
一起交談之餘，有時也會玩 card
game，蠻熱鬧。我提議玩一種card
game，岡田將生也很喜歡玩，他拍
其他戲或劇集時，都有帶了該種
card game與其他演員玩。」

玩card game
消磨時間

■■山田孝之山田孝之((左左))與佐藤健有不少對手戲與佐藤健有不少對手戲。。
■■岡田將生在片中飾演二階岡田將生在片中飾演二階
堂富美的同居男友堂富美的同居男友。。 ■■菅田將暉飾演佐藤健的室友菅田將暉飾演佐藤健的室友，，讀書時專注樂隊活動讀書時專注樂隊活動。。■■佐藤健穿起西裝感慨多多佐藤健穿起西裝感慨多多。。

■■在戲中在戲中，，佐藤健一佐藤健一
直暗戀有村架純直暗戀有村架純。。

■■電影集合一眾年輕演員電影集合一眾年輕演員。。

多齣冬季檔日劇臨近尾聲，
其中包括由前SMAP成員草彅

剛擔正、聯同水原希子和藤木
直人等合演之富士台「火9」
劇（逢周二晚9時）《謊言戰

爭》，本以為今季應是它和木村拓哉的《A
LIFE～深愛的人》互鬥，卻殺出《東京妄
想女子》收視稍為壓住《謊》劇，頓覺得受
眾偏愛輕鬆的女性主導題材，較嚴肅的復仇
劇種未必容易為人受落。
《謊言戰爭》是草彅剛繼去年的《金錢戰

爭》後，於相同檔期和時段的「戰爭」系列
第二炮，繼續由後藤法子（《白色榮光》系
列）擔任編劇。和《金》劇改編自韓劇不
同，《謊》劇屬原創作品，但無獨有偶都是
描述承受了悲慘命運、良久未能克服過來的
男主角（當然是阿剛飾演）如何憑一己之
力，向始作俑者報仇，從而釋放心魔。今次
《謊》劇情況更慘烈，講述30年前遭逢滅
門之痛的阿剛偶遇昔日欲置自己於死地的
人，令他毅然捨棄在泰國的老千工作，返日
部署復仇大計。經過重重波折、爾虞我詐
後，最終阿剛能否報這血海深仇？還要等下
周二的大結局才知曉。
去年在《金》劇，阿剛不再扮演已工多藝

熟的老好人角色，搖身一變當上誓向仇家反
撲的飽受創傷人士，使其演技得以進一步洗
練。和大台的《乘勝狙擊》與《致命復活》
有點相似，既充斥着千面喬裝欺詐行為，又
遠赴東南亞取景（《謊》劇到泰國，《致》
劇到越南），但整體觀感和劇力當然是
《謊》劇出色得多。一層套一層的懸疑橋
段，至今仍是日劇寫得比較出色。

文：藝能小子

《謊言戰爭》
30年仇恨

■《謊言戰爭》是由阿剛等人主演。

佐藤健的最後一次佐藤健的最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