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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受害者，必先要
有施害者。
《流亡詩人聶魯達》
剛剛上映，雖然聶魯達
這個名字很陌生，但故

事背景並不複雜。聶魯達是智利著名詩
人，亦是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故
事講述聶魯達因政治壓迫逃亡，自此與
警官開展一場貓捉老鼠式的追捕。
電影開首部分較多描述智利的政局和
社會，同時交代聶魯達所受的壓迫。直
至政府命令警官追捕聶魯達，這場追逐
正式開始。不過這並非一場緊張刺激的
攻防戰，相反聶魯達從容不迫，還帶點
傲慢，悠然自得穿梭於大街小巷。更離
奇的是，警官在追捕過程中永遠只能撲
空。要不是聶魯達搶先一步逃離現場，
就是在有點戲謔的情況下成功隱藏。
電影慢慢解開不斷撲空之謎，同時揭
開最有趣之處。其實只要細心留意，不
論是內心獨白、警官的背景還是角色相
遇的空間，都不難發現電影留下的一些
線索。到底警官是否真實存在？留給觀
眾自行判斷。不過聶魯達明顯明白要成
為流亡詩人，必先要有追捕者。如果沒
有，至少也想像一個出來。
五十年代荒誕劇《等待果陀》是另一

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克
特的代表作，講述一種無
止境的等待。如今上映的
《流亡詩人聶魯達》可謂
和《等待果陀》相映成
趣，一套講追逐，一套講
等待，但兩者同樣注定徒
勞無功。
在此介紹另一套文學電

影，就是去年上映，改編
自西藏作家扎西達娃的小
說的《皮繩上的魂》。這
套電影同樣講述作家與角
色之間的追追逐逐，不過
與《流亡詩人聶魯達》又
有些不同。《皮繩上的
魂》描寫作家一直追尋的
人物，原來正是自己筆下
的角色。相反聶魯達則倒
過來，刻畫作家如何安排
一個角色不斷追尋自己。
世上很多身份都是相互

定義的，有角色必先要有
作者，有受害者必先要有
施害者。同樣道理，要流
亡必先要有人追捕。有趣的是，果陀注
定等不到，聶魯達同樣注定追不到。或

許這正是要告訴我們，對某些事情而
言，沒有意義就是它的意義。

文︰鄺文峯

日本校園愛情片從來都有一種魔力，哪管
是《在世界中心呼喊愛》、《花水木》、
《戀空》，以至動畫《你的名字》都帶着校
園題材。可能是因為日本的校園設計優雅、
可能是校服設計精緻、可能是男主角特別帥

氣、可能是女主角特別純情……整體也是一個滿載着難以抵
擋、極具吸引力的套餐。
讓人回味的校園情懷，那種純樸真摯的情感，即使隨着年

紀增長，到老來回想的時候，依然讓人閃閃發亮，嘴角還是
泛起一絲微笑。人與人之間沒太多的猜疑，簡單而直接的情
感，對昔日自己那份年少輕狂、那份衝動、那份傻勁，全都
是充滿着笑中有淚的回憶。
《一週的朋友。》故事講述女主角香織因為一場車禍，導

致她患有記憶障礙，記憶「只能維持一周」，為避免影響別
人，所以把自己孤立起來。但認識男主角後，被其想「跟你
做朋友」的熱誠所打動，就開始了這故事。說實話，以記憶
力出問題為題材的愛情片屢見不鮮，所以故事情節的起承轉
合，大多都盡在意料之內，而熟口熟面的場景：圖書館、傳
統節日祭、畢業典禮等，統統一應俱全。
喜歡這部《一週的朋友。》與否，關鍵在觀眾本身是否喜

歡這類日本愛情的方程式？影片如同照單執藥的公式化設
計，你可以說是沒新意、驚喜可言，但同樣地，就一定不會
難看！影片沒有太大的波瀾起伏，細水長流的說故事方式，
更讓觀眾把淡淡的感情說進心底裡。結局安排可算全片最戲
劇性的設計，應能滿足一眾眼淺的觀眾們。
看到最後，你可能會說：「這是愛情片？男女主角手都沒

拖、嘴都沒親一下！」細看一下電影海報，「適合任何年齡
人士觀看」的愛情片固然是純過蒸餾水！談情講感覺嘛！再
說，片名也沒騙你，人家叫《一週的朋友。》！朋友而已，
我們都想多了，原來是友情片！ 文︰艾力、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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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果陀——《流亡詩人聶魯達》

《一週的朋友。》
說不出的難以抵擋

談及從編劇踏入導演行列的原因，
陳詠燊表示：「其實我覺得每一

個做電影創作的人都會想做導演，因
為做導演可以最完全發揮自己的想法
和創意。我覺得對於我自己而言，是
時候來拍電影了。」對於身份的轉
換，陳詠燊也有很多要適應的地方，
他說：「之前寫劇本，其實有的時候
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拍，但是我會想怎
樣寫會比較有趣，就怎樣寫。現在要
寫一個劇本自己拍的時候，我就會先
想怎麼拍，或者我寫這個對白，鏡頭
要怎麼處理，考慮掌握整個畫面、情
境的能力、成本、資源上辦不辦得
到。」

平衡與想法
第一次做導演，陳詠燊在表達自己
的想法時，亦會兼顧他人的意見，他
表示：「在創作時會平衡自己的想法
和身邊人的意見。譬如有HAF幫手，
我可以見到不同國家的投資者，他們
第一次聽我的故事，會給我一些意
見，我會盡量平衡。」有人問陳詠燊
現在才做導演會不會遲，陳詠燊對此
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不要
太早做的一件事，因為導演要兼顧很
多，需要很強的溝通能力，或者到這
個年紀，已經見識比較多了，會更容
易平衡，知道什麼是製作上的配合，
資金上的磨合，又或者是創作上怎麼
平衡自己的想法和觀眾的期望，多製
作些項目會更好。」
從編劇、作家、教師，到如今做導

演，陳詠燊在各個角色裡轉換自如。
談及今後是否繼續做導演，他表示：
「寫作的人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比較
鍾意做許多不同的事，其實創作的根
源是一樣的，也許我的鏡頭沒有那麼
強，但是我的故事、思維可能比較成
熟。如果能繼續做導演我當然希望繼
續做，其他文字的創作我也一定會繼
續下去。我認為我有其他的工作可以
令我生活的話，電影是一件我會做得
更加自由的事，我可以選擇我喜歡拍
的題材去做。」
對於自己第一部導演作品選擇的喜
劇題材，陳詠燊描述道：「我覺得不
論什麼類型的電影，都有一定的喜劇

元素，比如我很喜歡的電影《新不了
情》，後半段好感人，但是前半段好
好笑，顯得後面更加窩心，因為你已
經愛上這些人物了。所以我覺得喜劇
是戲劇的根源。」

風格和精神
而這次的故事主角是五位男人，陳

詠燊希望拍一部不一樣的男人電影，
他表示：「我覺得很多男人做主角的
電影裡，男人都有個固定形象，不是
英雄就是要做大事的人，反而女人的
戲很少但是很生活化，講愛情、講人
生。現實生活中不是每個男人都會去
做大事的，那這些男人會做什麼呢？
我想講的就是現實生活、愛情、人
生，從中投射回男人應該怎麼樣
做。」
關於故事中出現的婚外戀情節，陳

詠燊也有自己的理解：「這個是男人
的挑戰，我不想太美化這幫男人。男
人在愛情上受到誘惑是一件挺普遍的
事，那麼這幫男人會怎麼樣面對呢？
我覺得這是他們人生的一部分。同

時，我覺得這是很真實的一個戲劇矛
盾，譬如我的故事裡用到龍舟這個題
材，龍舟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坐上
了龍舟之後，你只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向前衝。於是這幫男人無論面對人生
的什麼問題，都會向前衝的。這幫人
的事業其實都停滯不前，我心目中香
港大約七成普通人到這個年紀可能都
反而會把時間放到家庭上，家庭就牽
涉到愛情、子女、人生的價值觀。那
家庭中出現的危機、挑戰，又牽涉到
愛情，可能就會出現比如婚外情的情
況，我覺得這些題材講出來就很順理
成章。」如果第一部電影成果不錯，
陳詠燊想要繼續創作，他說：「我想
嘗試不同的類型，或者就算是這個角
度的故事應該都不太多，我都可以嘗
試繼續拍，但是無論是什麼類型，根
源都是一樣的。我很欣賞的陳可辛導
演就是可以試不同的題材，但是他的
價值觀或者味道都一直在，保持自己
的風格和精神。」
對於香港電影目前的情況，陳詠燊

也有自己的認識，他認為：「製作數

量或者資金上的確比以前少了，但我
不會講這個叫做好大的低潮，反而我
覺得有多的機會給不同電影人去嘗
試，譬如近幾年出現的新導演好多，
有趣的地方是他們都可以在低成本之
下、沒有太高票房的情況下嘗試以前
電影人不會去嘗試的東西。
這幾年出現的新導演風格是非常強

烈和明顯的，比如《一念無名》的黃
進導演、《樹大招風》的許學文導演
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我覺
得反而是現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百花
齊放。」而陳詠燊的風格，和其他導
演可能又會有所不同，他談道：「我
比較鍾意睇九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勵志
片，可能我估計我的風格應該會比較
接近這個方向，這個類型是香港比較
少的。」

開放及開明
第一部作品能順利創作，陳詠燊表

示HAF也給他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他
形容道：「HAF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給
我們去認識很多電影人，無論是投資
者、發行商或者幕後工作者，上年我
也有參加過，今年有部分人見到我就
說：「我認得你，上年見過的。」譬
如和很多融資平台在後續的交流裡，
認識了不同類型的人，打開了一些關
係。有很多投資者在和我談的時候其
實都很開放、開明，譬如有些內地的
投資者聽完這個故事會說：「你不用
改劇本了，不用做合拍片，你這個故
事應該專心講香港本地題材，不如我
用其他方式和你合作？」又或者某些
公司會說：「你這個項目不是很適合
我們，但是你有沒有其他項目適
合？」之後我寫出新的故事都可以和
他們再溝通。本來有的資源需要搭很
多人脈去認識，但是HAF提供了這樣
的機會讓大家可以坐下來一起聊，這
次未必合作但下次都可以合作，這是
非常有意義的事。」

從編劇到導演

入選第十五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的香港作品《萬水千山縱橫》講述五

位中年漢，憑藉龍舟競賽，重新尋覓對生命的勇氣與熱情。編劇出身的陳詠燊初次

踏入導演行列，面對諸多機遇與挑戰。日前，陳詠燊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暢談自己對電影創作的理解。 文︰唐娜 攝︰彭子文

陳詠燊：望拍一部不一樣的男人電影

法國康城電影節期間舉辦一個座談會，二
百多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導演、製作人、電影發
行商等出席，尋求合作機會。座談會上，好多
嘉賓都認為，近十年來隨着中國電影步入數碼
時代，電影市場日益成熟，發展良好。希望中
國和歐洲在藝術電影創作、製作和發行方面加
強溝通與合作。
今次，中國導演李睿珺憑藉作品《路過未
來》入圍本屆康城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
李睿珺更分享了自己從事藝術電影創作十年來
市場環境的變化，「十年前藝術電影的投資和
發行相對困難，在創作初期只能透過各大電影
節基金、創投市場基金獲得部分資金，還得不
斷壓縮成本，且影片也難以發行。」他說︰

「近年來電影市場蓬勃發展，年輕導演開始有
機會獲得相對不錯的投資，看似小眾的藝術電
影有機會公映，低成本也能獲得好好的票房成
績。」
李睿珺從2006年開始導演生涯。2012年他

執導的《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入選威尼
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2014年憑《家在
水草豐茂的地方》入圍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
單元。而《路過未來》就是他的第五部作品，
也是唯一一部華語作品入圍，其電影則探討中
國社會問題，講及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及其子女
的生活情感。對於入圍「一種關注」單元，李
睿珺表示︰「對自己的作品能夠入選康城電影
節，感到十分榮幸。」

現於Viu和ViuTV播放當中、進度力追日
本的應季日刻劇《CRISIS》，雖非迄今收
視冠軍，但平均收視逾10%兼口碑不差，令
這齣頗有野心的製作可謂甚有交代。本劇難
得在啟播前個多月已全部拍竣，於季度日劇

的製作流程而言算是罕見，或許是涉及不少動作和開槍場
面，恐怕演員們受傷會影響進度。試問突然少了一名要角，
又要「飛紙仔」急改劇本？
《CRISIS》講述日本警視廳新開設的特別小組「公安機

動搜查隊特搜班」，目的是用來應付警方傳統應對手法未必
夠效率的棘手問題，如恐怖分子等。兩大型男主角小栗旬和
西島秀俊，一如所料扮演着一熱一冷的性格，互補對方弱
點，而彼此也有各自的陰暗面；連同另外三名各有特長的組
員去解決包括新興恐怖組織、邪教和黑幫等所犯的罪案。為
增加劇情和故事延續性，幾條支線在每一集的背後縱橫交
錯，邪教和恐怖分子的計劃不會一集即完，繼而透過每名組
員的故事揭開更高層面的陰謀。拍攝手法如鏡頭擺位和剪接
算有電影感，並非典型日式警探劇的講多過做（以節省成
本），愛看小栗和西島雄糾糾地打擊壞人的視迷，這次應會
看得過癮；「紅一點」新木優子更是將來必爆的女星。
雖然邪教和黑幫的問題一直在日本難以根治，但從劇中處

理所見，大概看出劇組幕後那班成年人其實對十來歲的年輕
人相當恐懼，有意無意間把他們標籤成對社會不滿、意圖推

翻當下腐朽狀況的核
心分子。非要說恐怖
分子一定要是生活閱
歷較多的人，但當社
會出現各種問題，難
道白領和中年人不會
感到不滿？

文：藝能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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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型男好打得

中國藝術電影市場日益成熟
李睿珺《路過未來》康城受「關注」感榮幸

■■編劇出身編劇出身
的陳詠燊第的陳詠燊第
一次嘗試做一次嘗試做
導演自信滿導演自信滿
滿滿。。

■■陳詠燊導演處男作陳詠燊導演處男作《《萬水千山縱橫萬水千山縱橫》，》，將聚焦放在普通男人的人生將聚焦放在普通男人的人生。。

■■陳詠燊的電影或將具有獨特風格陳詠燊的電影或將具有獨特風格。。

■■《《CRISISCRISIS》》劇照劇照。。

■■中國導演李睿珺中國導演李睿珺((中中))憑藉作品憑藉作品
《《路過未來路過未來》》入圍本屆康城電影入圍本屆康城電影
節節「「一種關注一種關注」」單元單元，，日前導演日前導演
攜同片中演員亮相影展攜同片中演員亮相影展。。

■■《《一週的朋友一週的朋友。》。》讓人回味校園的情懷讓人回味校園的情懷。。

■■電影描述智利的政局和社會電影描述智利的政局和社會。。

■■《《流亡詩人聶魯達流亡詩人聶魯達》》劇照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