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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星人》採用大量特技效果
導演陳木勝挑戰拍喜劇片
影迷熟知的陳木勝導演都是拍
動作片起家，曾執導《新警察故
事》、《三岔口》、《保持通
話》、《新少林寺》、《掃毒》
等電影，這次《喵星人》他卻轉
拍科幻喜劇片。陳木勝表示：
「對未拍過喜劇片的我而言當然
是一個挑戰。而且雖然是合家歡
電影，但戲中有大量在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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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所未有的 CG 特技效果，成
本不菲，很難得有人願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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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城群英會》
— 假如由阿叻變成曾志偉
老實說，這套《賭城群英會》，真的不是
本地年輕觀眾的「那杯茶」。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盛行的賭片，再配上數十年前最常見的
恩怨情仇，就像一齣從「時間錦囊」撈上來
的劇作。其中是旦哥（「阿叻」陳百祥飾）
與十三妹（陳法蓉飾）的「116 歲之吻」，更惹來大眾的訕
笑，多少也反映了此劇如何偏離觀眾的口味。
《賭》劇的情節老套是實情，但在香港的市場看來，劇本
優劣絕非判斷收視高低的關鍵。事實上不少人會奇怪香港人
明知是爛劇，但為何仍有過百萬觀眾。「又要鬧又要睇？」
大概是因為我們沒為意，本地主流觀眾看戲，是純粹「對人
不對事」。一言以蔽之，只要演員有觀眾緣，即使情節再爛
再老套，其實也不太影響觀眾追劇的興致。觀眾睇港劇，主
要是睇人，而不是睇戲──這講法看似武斷，但在大台眼中
乃是事實。故此他們近年製作「重頭劇」的策略，都只有一
招，就是找一些有觀眾緣但久未露面的演員出山（當中歐陽
震華的「使用率」最高，近年找黃秋生演《梟雄》最叫人驚
喜，而不日播出的《大帥哥》以張衛健擔正最令人期待。）
故此今次《賭城群英會》的宣傳重點，也是向觀眾打「感情
牌」：謝賢、劉兆銘這些沒拍劇多年的資深演員再現熒幕，
加上近年已大幅減產、卻又極具觀眾緣的佘詩曼主演，便成
為此劇的最大和唯一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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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旦哥十三妹「世紀之吻」

現在市場上很少這種電影，物以

本來願意留守電視機前看《賭》劇的人，理應早已調整心
態，一心只為看心儀演員。但大台棋差一着，找來陳百祥飾
演情深意重的「是旦哥」。聲明在先，筆者其實頗喜歡看阿
叻的電影，他在電影《鹿鼎記》演多隆一角，即使隔了廿多
年仍叫人回味。但問題是阿叻只是一個具特定功能的演員，
而非一個全才的演員──他飾演賤格、貪生怕死、自以為是
卻什麼也不是的小角色的確是無出其右，入型入格。這歸功
於他在戲裡戲外，均以生命提煉出這份獨有的戲味，但「副
作用」是一旦他飾演別樣的角色，觀眾根本無法代入其中
─《賭》劇中，阿叻無法發揮其魅力所在，反成為劇中的
一根刺，每當觀眾想投入劇情時，一看到他，哪怕他是認真
兮兮的樣子，氣氛也會被瞬間打破。
筆者在想，假如「是旦哥」改為曾志偉擔任，或可令此老
套劇成為經典。曾志偉演笑片好笑，演悲情令人催淚，演奸
角令人不寒而慄。那麼是旦哥與十三妹因為哮喘而觸發的
「世紀之吻」，或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能化腐朽為神奇。
文：視撈人

罕為貴，我必須接受這個挑
戰。」
採訪：陳添浚 圖：受訪者提供
場地提供：Mustard Seed

動作片與喜劇可謂兩種截然不同的
類型片，處理手法因而有很大差

別。陳木勝解釋：「拍動作片時現場
氣氛很緊張，要兼顧動作、演員安
全，現場大場面調動；喜劇則較關注
場面的喜劇效果，靠演員、導演的火
花引觀眾發笑。」第一次拍喜劇的陳
木勝坦言，他沒有什麼方程式去觸發
笑位，所以很倚靠劇組的意見以及開
拍前劇本的準備。「現場做一次，看
大家笑不笑，就知道那個橋段好不好
笑了。」此外，陳木勝事前又特意看
了不少喜劇去培養拍喜劇所需的心
情，放開自己的懷抱。
提起經典喜劇，相信很多人都不忘
喜劇泰斗卓別林自導自演、笑中有淚
的動人作品。陳木勝同樣希望最後的
喜劇效果是油然而生，而非嘩眾取
寵、浮誇造作。「喜劇其實是最難拍
的，一來喜劇效果是演員的演繹主
導，很靠演員的天分。二來其實要令
觀察感到緊張刺激、甚至落淚也很容
易，但要讓人發自內心地微笑就很困
難。」他又相信即使只是一部喜劇，
也應該滲透有意義的訊息。「《喵星
人》是講家庭互助互愛，以及人和動
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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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莫過於古天樂居住那間放滿各
式各樣奇怪物品、充滿孩子氣的大
屋。「其實整套戲都是在香港取景，
也沒有刻意淡化。古天樂住的那間屋
就在石澳，也不是什麼豪宅，一早就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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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香港電影新方向
對於香港電影未來的方向，陳木勝
認為特技將會成為主流。「無論是喜
劇還是動作片，考慮到故事天馬行空
的情節以及荷里活大片元素的不斷突
破，如果沒有特技配合，已經很難滿
足觀眾。當然，我自己是拍警匪、動
作片出身，所以特技就更重要。」
對於香港近年優秀新導演的湧現，
陳木勝同樣喜聞樂見。「其實每年也
有新導演，只是今年新導演作品品質
比較好，所以多了人關注。這批新導
演比以往更出色的地方在於他們能夠
自編自導，所以拍攝時已經把電影劇
本寫好了，不像以前的導演只會坐等
劇本，靠現場製作彌補創作力。」

貓特技花費五千萬
除了要思索如何塑造喜劇效果外，
陳木勝亦是第一次使用這麼大量的 CG
特技效果。科幻片在荷里活大行其
道，《阿凡達》、《星際啟示錄》等
叫好又叫座，但有「東方荷里活」之
稱的香港卻一直缺乏亮眼的科幻片，
讓人疑惑是技術水平跟不上，還是觀
眾先入為主看不起香港科幻片而不買
賬。陳木勝幾年前在前作《全城戒
備》就應用了大量科幻元素，擅長動
作片的他是香港電影中較大膽採用特
技的導演之一，他指出：「事實上荷
里活的特技的確比我們更早開發、投
入更多資源，我自己以前拍過特技
片，成功和失敗的經驗都累積了不
少。其實香港的特技水平也漸漸追上
國際水準，主要是受惠於內地市場把
整個香港電影市場開拓了，所以可以
動用的資源也更豐富。以前支持不了
的，現在已經可以。」
他以《喵星人》為例，整部戲單是
花在貓的特技已經接近五千萬元，而
且聘用了韓國一家、香港兩家共三家
公司製作特技，取不同特技公司的專

長。「不論是貓的表情、還是貓的毛
髮，都需要不同的處理。在特技界動
物的毛髮很難做，很多人以為只是畫
卡通片般簡單，其實不然，在真人電
影中要呈現出以假亂真的動物毛髮其
實很困難。」
除此之外，特技的運用也更考驗導
演和演員的想像力。陳木勝解釋：
「拍動作片現場就會看到爆炸、槍戰
的效果；現在要等到後期才知道效
果。另外，因為貓的表情是後製填補
進去的，所以演員拍戲時看不到貓的
表情，演戲時只面對一個藍色或綠色
的頭，要靠自己幻想補充貓笑、哭、
生氣時的樣子。」

取材迎合大眾口味
不過，縱然面對不少挑戰，又不是
自己最拿手的題材，陳木勝對電影的
票房依然胸有成竹。「喜劇和動作片

一樣都是觀眾喜歡的題材，去年的合
家歡電影票房都不錯。尋找投資的難
度也不會比動作片大。」他表示自己
未來依然會主力拍動作片，但如果這
次成績好，以後也會多拍喜劇，畢竟
這次拍攝的三個月期間每天嘻嘻哈
哈。「但後期歷時足足一年也挺痛
苦，每一格的後期都要等幾個月。」
他又透露選擇貓而非其他動物作為
主角的原因。「主因是
貓比較流行。有統計指
出全球養貓的人比養狗
的還要多！其實我覺得
所有動物都是人類的好
朋友，下次可能會考慮
拍《汪星人》呢！」至
於片中貓的名字「犀犀
利」，他指主要是取
「犀利」的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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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另一引人注目

「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
用電影作橋樑
2017 年 是 「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45 周
年」，中日兩國人
民都希望以電影為
契機，擴大兩國文
化交流，促進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
其實，電影可以超越國界，是各種年
齡層相互交流的重要契機。日中文化
交流協會副會長、著名演員栗原小卷
在 早 前 的 第 20 屆 上 海 國 際 電 影 節
「日本電影周」致辭時表示：「中日
友好是心與心的交流。」而日本駐上
海總領事館總領事片山和之說，電影
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社會情況、文化面
貌、流行趨勢等，可以說是一種綜合
的藝術。
上海國際電影節已連續第 12 年舉辦
「日本電影周」，在電影節期間，將

星

■《賭城群英會
賭城群英會》
》劇照
劇照。
。

影畫
館

■眾嘉賓日前在上海出席「日本電影周」活動。
有近 20 部日本電影放映，包括《生在
幼子》、《晝顏》、《帝一之國》、
《晝行閃耀的流星》、《滾燙的
愛》、《死亡筆記：點亮新世界》、
《真田十勇士》和《卡農》等，內容
涉及家庭、愛情、校園等，反映日本

《壞蛋獎門人 3》
壞中必有好 苦中必有樂
暑假已經開始，小朋友都希望暫時跳出校
園抖一抖氣，大朋友亦同樣渴望於工作中尋
找一點陽光和朝氣。變一個壞蛋，相信每個
人心目中都有這隻魔鬼的存在，只是在社會
各種環境因素限制下，不得不表現得循規蹈
矩、將自己最真實的個性埋藏最深處。《壞蛋獎門人》系列
的壞蛋主角犀利哥，正反映出大朋友現今所面對的苦況。
打從2010年《壞蛋獎門人》第一集上映後，時隔3年推出
續集《壞蛋獎門人 2》，到 2017 年，《壞蛋獎門人 3》都堅
持在暑假檔期公映，並打正旗號將電影定位為喜劇系列，無
非要從犀利哥由當紅至失業的心路歷程帶出人生仍然會有喜
樂的一面，同時亦話畀大家知，人生就是有高有低、有苦有
甜，要認識它才能從容面對。
《壞蛋獎門人 3》今次犀利哥戲分終於歸位，犀利哥失業
後，重遇有錢孖生兄弟巴閉哥，藉着巴閉哥的陽光活力漸漸
振作起來，但面對沉溺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過氣電視名星鬍
鬚柏，以及跟犀利哥關係決裂、各行各路的迷你兵團，犀利
哥仍然要克服一連串問題：失業、地位受威脅、中年危機和
同伴的背叛，可想而知，有苦自己知。
今集《壞蛋獎門人 3》，在耳邊都傳來各方不同的聲音，
有好有差，人之常情。無論主角犀利哥的經歷上山下海，
《壞蛋獎門人 3》電影在外界反應參差，都只不過是一場
戲，劇情一場接一場，高潮低潮難免令人情緒波濤洶湧。不
過，凡是用最真摰的心去看待人和事，開心時必能看到開心
事，是真的！
文︰Jamie、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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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 一 部 皆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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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田中麗奈、上戶彩、齋藤工等，都有亮相上海與觀
眾見面。

社會不同面貌。日本導演三島有紀
子、西谷弘、雜賀俊郎，演員田中麗
奈、上戶彩、齋藤工等，都有亮相上
海與觀眾見面。
近年來，每年都有日本電影在中國
電影院線放映，在去年就有 11 部日本

電影在中國上映，像《你的名字。》
更刷新日本動畫在中國的票房紀錄。
所以藉着「日本電影周」相信中日兩
國的電影交流日益密切，可以作為橋
樑，拉近兩國人民的心靈距離。
文：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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