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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愛情電影年年有幾
套，內容亦離不開初戀、結
婚、生仔、第三者，離離合
合，沒完沒了。如何殺出一
條血路？要麼引起大眾共

鳴，要麼拍出自己風格。前者代表有《那些
年》、《我的少女時代》，後者有《志明與
春嬌》系列。當然不能忘記，還有「旺角活
地阿倫」葉念琛的愛字系列。不是說這些電
影拍得很好，但至少賣點鮮明，賣情懷、賣
賤嘴、賣通俗，有供有求。這次《原諒他77
次》，東併西湊，還是有點面目模糊。
電影講述Eva（阿Sa飾）將Adam（周柏豪
飾）的過錯記錄下來，直到第77次就決定和
他分手。電影由分手開始倒敍故事，一再回
帶重現爭吵經過。可以想像每五分鐘一小
吵，十分鐘一大吵，隨時成為香港史上嗌交

次數最多的電影。爭吵的都是生活軼事，
例如去旅行搵路、和對方家長食飯、生日
送禮物等，能否打動人心就見仁見智。不
過每段爭吵情節，對白、表情都似曾相識
或者預料之內，就難免令人覺得累贅。
電影亦邀請了不少藝人客串，主要飾演

Eva律師樓的客人，展現不同的愛情問
題。不過一段段插科打諢還是胡鬧居多，
只能算不過不失。另外，阿Sa主演的電
影，阿嬌當然挺身支持。今次客串了老闆
娘一角，將《原諒他77次》這本筆記簿賣
給阿Sa。這個角色本來頗為重要，因為她間
接幫Eva做了重要決定。不過電影安排阿嬌
戛然退場，就有點突兀了。
《原諒他77次》除了呈現一眾情侶生活上

一些小風波之外，還提出一個疑問──愛一
個人，可以有多大程度的寬恕？答案人人不

同。不過77這個數字還是有點啟示，至少不
用矛盾一生，77次就夠。近年風向不再是港
男埋怨港女挑剔難相處，而是港女反攻港男
幼稚無遠見。這種都市男女為了芝麻綠豆而
吵鬧一通的電影，看來還是可以再拍77次。

文︰鄺文峯

一齣戲要精彩好
看，不能只有正派角
色，也要有一些反派
角色。試想像人人都
是郭靖，金庸的小說

也不會好看。然而回看，本地娛圈的藝
人常被戲謔為「偽人」，正正總是要向
觀眾展現自己好正派純情──這當然是
娛圈安全的生存之道，但千人一面，沒
有個性。所以當看到以一副「急色鬼」
形象示人的林作投身娛圈，筆者反而覺
得多一點這些不同性格特質的藝人，娛
樂圈才會更豐富有趣。
林作，在普羅觀眾眼中是個怎樣的
人？年輕、高學歷、帶點自負，卻非高
大威猛類，令人想起《多啦A夢》的牙
擦仔（其實我習慣叫他阿福）。本來這
沒什麼大不了，不過因為他熱衷泡妞的
新聞不斷，令他無論在網絡上，成為風
評「負皮王」。最近他主要在ViuTV
現身，在一個《KO KOL》節目任主
持，以及遊戲節目《超低能特攻隊》當
其中一周的嘉賓。然而，其拍檔或同場
的嘉賓，都經常在鏡頭前頻頻向他投以
鄙夷的眼神，還不諱言怕了「猴擒」的
表現，而且對其花言巧語和歌頌亦毫不

領情。當然，這一切效果或許是「劇情
需要」被塑造出來的風格，但已初步令
林作成功勾勒出比其他「新人」鮮明的
形象──「急色鬼」一定是負面嗎？我
看未必！
男藝人在娛樂圈這大染缸，明明美

女如雲，但有時為了要表現自己是真君
子，總愛拿一些相貌娟好的女藝人來取
笑，以此轉移視線，避免讓大眾覺得自
己色迷迷。唯林作大概是蔡瀾以外，對
女性不吝溢美之詞的人，但他與後者最
大的分別是，蔡瀾多少也像位慈祥長輩
說客套話，但林作呢？完全是出於原始
慾望的真心話。雖然這或會令部分女藝
員生厭，但堅持下去，這種令人「討
厭」的特質一定會被人接受──當然，
要是他每每成功捕獲所有「女神」，一
定會令人（特別是男觀眾）痛恨；但觀
眾看着林作不斷在鏡頭前食檸檬，反倒
能帶來一種惹笑的效果，減輕了觀眾的
厭惡感，甚或會暗生欣賞他敢於表達愛
慕的率直。
我想起金庸筆下《笑傲江湖》的田

伯光是淫賊一名，但讀者不會覺得他討
厭。因為當個個名門正派的大腕也是虛
偽地做人之時，田伯光的「鹹濕賤

格」，反正更顯得坦蕩
蕩─鹹濕，不是缺
點，反而令他成為一個
更「有血有肉」的角
色。當然，日後「急色
鬼」會否仍是觀眾對林
作的唯一印象，還是他
可以像田伯光一樣，成
為一個令人討好的好色
之徒？那就要看看他日
後如何自我展現了。

文：視撈人

由金像導演陳嘉上執導的
新片《蕩寇風雲》，面對近
期多部荷里活大片圍攻下，
影片於內地上映的票房成績
只屬一般，以這個規模的大

型戰爭片製作來說，票房卻未能過億，難怪
導演坦白直言：「我當影片在內地已經輸
了。」
由陳嘉上為影片籌備至今，花上兩年多時

間，遠赴日本為影片中的歷史角度作資料搜
集。當中包括一些顛覆性的歷史角度，以至
部分被記載的野史，尤其在片中一段戲講到
戚繼光原來是個怕老婆的人，他跟老婆的關
係這段戲也為影片注入了不少輕鬆喜感。
由原名《戰神戚繼光》改名為《蕩寇風
雲》，顯然是把故事敍述放棄從戚繼光個人
主義出發，轉為以整個歷史背景作故事推

動。但論影片中的戰爭場
面，就有點讓人扣分了，畢
竟作為一部戰爭片，觀眾多
希望看到都是千軍萬馬的磅
礡場面，可是片中多場戰爭
戲份，都把成千上萬人的場
面拍成數以百人的街頭打
鬥，就是看不出一種戰爭場
面的震撼氣勢。而趙文卓和
洪金寶的「大哥對決」也成
了影片宣傳焦點，但洪金寶
的戲份頂多只是男配角的過
場，把讓大家期待的部分都
叫觀眾失望了。
影片在抗倭這個題材上，總算取得了一個

不錯的平衡，你可說在政治角度也好，在市
場角度也好，導演講述這場戰爭，沒有刻意

的醜化對手，同時能夠展現出我國軍隊戰場
上的氣魄，激發觀眾的愛國情緒。

文︰艾力、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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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娛圈中的田伯光 芝麻與綠豆──《原諒他77次》

《蕩寇風雲》還原抗倭歷史戰爭

《明月幾時有》向回歸二十周年獻禮
許鞍華70歲再迎「黃金時代」

香港名導演許鞍華（Ａnn）今年迎

來70歲的「古稀之年」。自幼在香港

成長、發展經歷的同時，也以她作為

電影人的敏銳、細緻的觀察，體悟到

香港社會細微的變化和起承轉合的心

理磨礪。而許鞍華的新作《明月幾時

有》，該片講述1941年末，香港淪

陷。電影將於7月6日在港上映。

作為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獻禮電影，《明
月幾時有》首次將極具傳奇色彩的

「勝利大營救」搬上大銀幕。講及三年零八
個月內，日軍瘋狂搶掠並搜捕滯留在港的文
化人。抗日組織東江游擊隊接到上級指示，
緊急營救文化人衝破日軍封鎖追捕，撤離香
港。淪陷期間，以往富裕的香港頓變成無糧
無水的空城。小學教師方蘭（周迅飾）與母
親（葉德嫻飾）居於灣仔一棟小樓艱難度
日。學校停課，剛與戀人李錦榮（霍建華
飾）分手的方蘭意外捲入營救作家茅盾的行
動，並認識了大膽多計、槍法如神的游擊隊
短槍隊隊長劉黑仔（彭于晏飾）。劉黑仔賞
識她沉着機敏，決意招攬她加入游擊隊。
許鞍華表示，《明月幾時有》與以往抗戰
題材相比有很大不同，「這是一段並不廣為
人知，但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令我感動的
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在面對家仇國
恨時都能不計個人得失，挺身而出，他們都
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所以這次我找了我最
喜歡的演員來演這些人，而他們的表現也讓
我非常有信心。」

據聞，為了拍攝《明月幾時有》，許鞍華
足足做了兩年的功課，搜查資料，不愧是華
語影壇最優秀的女導演之一！在片中，周
迅、彭于晏、霍建華、郭濤等以「蛻變、演
技、文藝、逃離、偽裝者」五大概括他們所
飾演的角色在亂世下的抉擇，讓人非常期
待！

見證了發展與變遷
許鞍華在北角生活了60多年，認為北角

的生活變化並不大。在她的記憶中，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北角住了很多上海人，家附
近的「上海三六九菜館」經營正宗的上海
菜，是她和家人常去的餐館。這些上海人大
多於上世紀40年代末由內地來港，在北角

落腳後在當地開舖，如髮型屋、餐館、商
店、洋服店，以及大上海式的夜總會和娛樂
場所，故北角則有「小上海」之稱。許鞍華
又說，後來慢慢身邊的福建人愈來愈多，而
上海人則少了許多，逐漸地「小上海」就變
成了「小福建」。其實，作為移民城市的香
港，百年來迎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而北
角作為最早新移民的落腳點之一，其發展與
變遷頗具代表性。
1972年，許鞍華在香港大學獲得文學碩

士後，前往英國倫敦國際電影
學院攻讀電影課程，1975年回
到香港，擔任名導演胡金銓的助
手，後進入無綫電視台當編導拍
紀錄片，並拍過 3集《獅子山

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一批深受
英美電影流行趨勢影響的年輕導演，創作了
一批「香港新浪潮電影」。許鞍華是其中的
一位，她拍攝了《瘋劫》、《撞到正》、
《投奔怒海》等，使她在初涉影壇之際就嶄
露頭角，為其後的發展奠定基礎。

香港電影回歸前後
1994年，許鞍華執導《女人四十》，該

片奪得第十五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電
影、最佳導演等六個
獎項，為她帶來在
電影生涯中的一個
轉捩點。1997年，
許鞍華根據張愛玲
同名小說拍攝電影
《半生緣》，這部
叫好又叫座的電
影拍出了生活的
質感——小巷舊
樓、樹林拍照、
小店吃飯、放工
搭乘巴士等，被

香港影評人稱讚其「成功複製了張愛玲筆下
哀婉憂傷的情調」。同年，許鞍華還拍了她
的第一部紀錄片《去日苦多》，片中她回到
母校香港大學與老同學一起緬懷成長的足跡
和香港過去的日子，反映出這些香港社會精
英在回歸前後對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和徬
徨。如今，20年過去了，許鞍華笑言，當年
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自己還能坐在這裡接
受訪問，她覺得好感恩。
談及香港電影在回歸前後的變化，許鞍華

說，其實對香港電影來說，1993年之前，
一年拍二百至三百部電影，而且票房很高，
在台灣、韓國乃至東南亞都很有市場。「可
是到1993年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上
映，反響比香港電影好，但之後台灣片商開
始不買片花了，很多電影因而開不到機拍不
成。以前憑着片花就能收到千萬元訂金，開
機完全冇問題。正因這樣香港電影就開始走
下坡，回不到八十年代那時的盛況了。」

喜歡接受不同挑戰
至於與內地的合拍片，許鞍華認為有幾位

導演做得非常成功，她認為兩地電影人才的
交流、合作會給觀眾帶來無限的驚喜，而兩

地電影人之間的「坦誠交
流、充分了解對方的看
法」是最重要的。
而對於香港電影的未

來，許鞍華表示︰「自己
對香港電影輝煌再現很有
期待。」正因70歲的許
鞍華始終保持初心的電影
人心態，以及喜歡接受不
同挑戰；繼《黃金年代》
之後，她又有新作推出再
度迎來「黃金時代」。

■阿嬌客串《原諒他77次》，撐好友阿Sa。

■《蕩寇風雲》劇照。

■■林作林作((中中))在電視節目在電視節目《《KO KOLKO KOL》》中擔任主持中擔任主持。。

■■周迅與霍建華在戲中是一對因戰亂而放周迅與霍建華在戲中是一對因戰亂而放
下情愛的情侶下情愛的情侶。。

■■周迅加入游擊隊周迅加入游擊隊，，冒險傳送重要情報冒險傳送重要情報。。

■■電影電影《《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將於將於77月月66

日在香港上映日在香港上映。。

■■霍建華的角色霍建華的角色「「李錦李錦
榮榮」」表面上在日本憲兵隊表面上在日本憲兵隊
工作工作，，但實際上是名特但實際上是名特
工工，，負責蒐集情報負責蒐集情報。。

■■彭于晏表示與許鞍華導演合作彭于晏表示與許鞍華導演合作，，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對於香港電影的未對於香港電影的未
來來，，許鞍華表示︰許鞍華表示︰
「「自己對香港電影輝自己對香港電影輝
煌再現很有期待煌再現很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