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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樟柯在
平遙國際電
影展推介會
上發言，期
待中國出現
藝術電影的
商業發行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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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拿綜藝節目
攝空檔，好嘛？

■李睿珺是多次受
到國際電影節青睞
的中國導演。
的中國導演
。

雖然韓國和內地的綜藝節目近年相當火
紅，不過筆者還是對日本的同類節目較有好
感，一來製作較認真（即落本），二來不會
無無謂謂在畫面上彈些字出來或重複說一句
話來搞爛 Gag（Sorry，真的不懂笑位在哪
裡）。只是形勢不及人強，以往在本港的日製綜藝騷相當有
市場，如今則淪落為「攝時間」之流，當中尤以《VS 嵐》
最甚。
《VS 嵐》於 2008 年在日本首播，為周六的半小時節目，
播放了年多後加長至一小時並調至周四 7 時的黃金檔，可見
播放它的富士電視台相當器重這節目。慢着，周末豈非更佳
的檔期？其實日本人和香港人都一樣，整個周末和周日上半
段多數外出耍樂，要吸引他們安坐家中乖乖看電視確很困
難。年輕人在周六去街和拍拖，一家大細過 Family Day 也
是周日的大清早至下午，這些時間堪稱收視的死城。所以，
渴求收視的重點製作甚少選擇在這些時段推出。
說回《VS 嵐》在香港的現況。最初無綫購入這節目時，
是安排在相對地理想的周六夜 10 時半推出，陪伴筆者度過
許多美好時光。除非有要事做如看電影，否則都會盡早吃過
晚飯回家收看。然而後來這節目被調至周五的下午 5 時許和
周六晚 7 時，前者根本是無法收看（不用開工嗎！），而周
六 7 時則屬一星期中最黃金的玩樂時刻，能收看的機會微乎
其微。儘管 J2 會安排重播，但時間卻是周六凌晨 4 時半和周
日清晨6時，和「攝時間」根本沒分別。
真正能夠看到的，還要等香港正值農曆新年等大時大節，
無綫特地選播《VS 嵐》的特別篇。由於近乎每年只有一兩
次機會，可媲美牛郎與織女相會。
文：藝能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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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

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 10月啟動
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10
月啟動
設立六大單元全力發掘新晉導演

中國名導賈樟柯早前出席自己發起創立的平遙國際電影展在康
城影展舉辦的推介會，正式啟動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徵片工作。
當日范冰冰、李睿珺和邱陽等人亦出席助陣造勢。曾憑《三峽好
人》獲得第 63 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電影「金獅獎」的賈樟柯一
直致力於提升中國藝術電影發展環境，除創立平遙國際電影展
外，他也參與推動了中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的成立。
2017
第一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於
年 10 月 19 日至 26 日在平遙古城

舉辦，設立「臥虎」（新導演）、
「藏龍」（類型電影特別關注）、
「紅地氈首映」、「中國新生代」、
「影展之最」、「回顧/致敬」六大單
元，計劃挑選出 40 多部國內外電影，
其中華語片佔三分之一。
為電影付出心血的賈樟柯表示，
「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是一個尊重電
影、分享文化、尊重影迷、尊重電影
人成果的電影展，我堅信我們一定會
做到最專業的。」他又透露︰「我從
27 歲開始拍第一部電影之後，就過着
雙重的生活。我不斷攜着作品，到世
界各地的電影節作宣傳。在這種漂泊
的過程中，自己經常在想，什麼時候
能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故鄉山西有
一個電影節，讓大家看看我們的文
化、我們的作品，為世界電影帶去我
們的評價、我們的觀點？今天，這個
願望達成了。」
至於，平遙國際電影展以「臥虎藏
龍」命名，他透露︰「得到在電影
《臥虎藏龍》導演李安的特別授權

文：莎莉

下，影展中的『新導演』單元以『臥
虎』命名；另一個「類型電影特別關
注」單元則以「藏龍」命名。展示着
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是一個聚集傑出電
影人、優秀電影作品的專業平台。到
時也會舉辦一系列電影的論壇、講
座、研討會等活動。」

提升新導演走向國際
當談到電影節和電影展有何作用
時，賈樟柯說︰「電影節和影展是最
具創意性、最優良的作品介紹給公眾
的平台，也是藝術教育的平台，對提
高公眾藝術修養和審美、促進電影文
化有積極的作用。」他則認為，受到
溝通渠道和影片數量限制等因素影
響，不少優秀的中國年輕導演及其作
品仍未能進入國際影展而受到關注；
希望中國本土影展可發掘一批新晉導
演和作品，並將他們推向國際影壇。
賈樟柯表示，已和關注年輕導演的
康城電影節「影評人周」以及「導演
雙周」單元達成共識和意向，推介中
國新晉導演和電影給大家認識。所
以，為鼓勵及發掘新人作品，平遙國

際電影展的「臥虎」及「中國新生
代」單元將徵集導演處女作或另類作
品。其實，電影節需要自我成長和調
整的空間，同時經過時間考驗，才能
培育出有廣泛影響力和公信力的電影
節和影展的品牌，因中國電影節比外
國整體來講偏少。所以希望透過這個
平台讓年輕導演開闊眼界提高素質，
再去了解至今國際電影的發展形態和
影響力，從而提升中國電影生力軍的
水準慢慢走向國際市場。

李睿珺邱陽殺入康城

的環境下，中國電影創作的題材和藝
術表達手法也更為開放。好像在第 70
屆的康城影展中，憑電影《路過未
來》入圍「一種關注」單元的中國導
演李睿珺，以及憑《小城二月》入圍
短片競賽單元的中國青年導演邱陽，
其電影在影展放映後受到好評。證明
中國電影近年來加快國際化步伐，不
斷推動國際合作關係，讓中國電影距
離世界更近些。

中國電影發展潛力大

其實，中國電影行業逐漸開放給國
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發展迅速， 際市場注入生力軍，給他們一個機
單單在 2016 年就有 772 部電影，電影 會。據悉，中國已同多個國家簽署了
總票房達 457.12 億元人民幣，而銀幕 電影合拍協議，讓雙方合作的環境下
總數已達 41,179 塊，成為世界上電影 更多空間，無疑是個好消息。5月初，
丹麥與中國簽署了合
銀幕最多的國家。中國
拍協議，中丹兩國將
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
聯合拍攝電影《我的
市場。毫無疑問，商業
閨蜜安徒生》；對
片佔絕對主導的電影市
此，曾執導中丹合拍
場，也讓不少國際影人
片《烽火芳菲》的丹
對中國市場望而卻步。
麥 名 導 Bille August
在之前的康城影展，中
說：「安徒生是丹麥最
外影人座談會更是聚焦
有名的電影，我們十分
中國藝術影院網絡，暢
期待與中國合作。」
談藝術電影發展新氣
象。不少外國電影從業
事實反映出中國電影
員認為，中國影業發展
市場發展前景光明，國
已呈現出多樣化，帶給
際合作潛力極大，吸
觀眾不同選擇，並有利
引國際影人紛紛尋求
於市場的成熟和電影品
與中國合作。
■
邱陽憑《
邱陽憑
《
小城二月》
小城二月
》
獲得短
質的整體提升。
綜合外電報道
片金棕櫚獎。
。
但隨着在多樣化發展 片金棕櫚獎

視
評

■《VS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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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打喪屍》
驕傲＝喪屍？
星

光
影話

上個星期，先入戲院睇上畫都有一段時間
的港產片《今晚打喪屍》，原因並不是對驚
嚇電影有恐懼，只不過對任何電影的結局總
抱有期望，但往往，這類喪屍為題材的電影
大多數都會爛尾收場，完場後更令人失去重

心。
不過，由得知《今晚打喪屍》源起自本地作家余兒的同名
小說，再由新晉導演盧煒麟着手真人化改編，再加上早前電
影宣傳的攻勢，不妨支持新浪潮導演！
電影中，由頭至尾 104 分鐘，全程都蘊藏着各種訊息，由
選擇上畫檔期、選址拍攝、人物角色定位，再到對白的設計
都有深層思考的空間。由選擇上畫檔期及選址西環開始，身
為港人都應該明察秋毫，不用討論；至於，主角白只（阿
龍）內心的恐懼導致做事縛手縛腳、張繼聰（治讓）的勇往
直前、顏卓靈的秘密任務、王敏奕的失落無奈等等，通通都
有弦外之音。最令人值得反思就有萬梓良的一句：「驕傲是
人心目中的喪屍！」
驕傲，是好是壞？喪屍，是好是壞？一聽喪屍二字，當然
在自我認知中找到答案，不過，從《今晚打喪屍》中地產經
紀竟未被喪屍追咬，徹底表露出跟喪屍一樣的喪心病狂，反
觀外賣仔的長情鍾愛，變喪屍後仍對吳家麗的拚死維護，情
深也有理性的一面。當然凡事總有兩面睇，故事是創作的，
貼地回想，我們會否達成目標，對某個選擇或行動有正面結
果感到滿意而驕傲？或會否因為個人地位或成就而自我膨脹
與炫耀引致驕傲？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驕傲，正面定負面，則
由你操控！
導演在「電影發展基金」的 200 萬補助下，以 800 萬成本
拍攝出屬於港產的正宗喪屍片《今晚打喪屍》，應該要拍手
讚賞鼓勵。能在有限資源下，花心思用上動畫加真人化貫穿
電影和小說的特色，雖然稱不上鉅片，但以搞笑玩味為重
心，都算喪。最後，在雙方取得平衡之下，盧煒麟和余兒雙
劍合璧，《今晚打喪屍》能否值得驕傲？就睇票房了！
文︰Jamie、紀陶

■范冰冰
范冰冰（
（左四
左四）
）在國際舞台上已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女星之一
在國際舞台上已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女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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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橋上看風景──《編寫美好時光》

文學理論中有一
術 語 稱 為 「 後
設」，意指一種指
向藝術自身的藝術
作品。例如一部關
■身為有夫之婦的嘉特蓮（Catrin），她
於小說的小說，我們可以稱為後設
更要抑制與編劇拍檔湯（Tom）之間暗生
小說。同樣道理，一部關於電影的
的情愫，寄情電影製作……
電影，則可稱為後設電影。《編寫
美好時光》正正是這樣的一部。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
國，英國政府邀請男女主角 Catrin
和 Tom 擔任編劇，編寫一部能夠振
奮人心的宣傳片，好讓國民支持英
軍勝出戰事。電影主要描寫兩位主
角構思和拍攝電影的過程，間或穿
■本是秘書的嘉特蓮被徵召為一部政治宣 插 由 戲 中 電 影 團 隊 拍 攝 的 「 戲 中
傳電影編寫能打動女性的劇本。
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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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畫
館

電影好看之處在於男女主角面對
官方一個個無理的要求，仍然可以
運用睿智，在政治需要、拍攝資
源、演員表現、觀眾反應和忠於事
實之間巧妙地編織故事。就這樣，
我們看到這部感人勵志而且政治色
彩濃厚的戲中戲背後，其實有着如
此有趣的製作過程。對這部戲中戲
而言，牽動人心是面子，有笑有淚
是裡子。對戰火下的英國人而言
呢？剛好相反，幽默是面子，國難
當前是裡子。
這是個關於電影的故事，也是個
編劇之間的愛情故事。電影對白相
當精彩，尤其是編劇之間以戲談情
的部分。Catrin 後悔拒絕 Tom，於
是重寫兩人的劇本，由不歡而散改

寫為月下定情。如此咬文嚼字，戲
假情真，頗為浪漫。
另外一幕，Catrin 和 Tom 在岸邊
論戲談心，剛好「導演」為戲中戲
拍攝小鎮風景，將兩人也拍入鏡
頭。直至電影製作完成，播放至最
後一幕，Catrin 看到自己成為戲中
一部分，可惜已經物是人非。
這個畫面不禁令人想起卞之琳的
新詩《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
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
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
夢。」或許《編寫美好時光》正是
一次巧合的改寫：你在橋上看風景
之時，看風景人剛好拍攝了你。明
月裝飾了只屬於你倆的電影，你依
舊裝飾了別人的夢。
文︰鄺文峯

■王敏奕（右）在片中飾演肩負打喪屍的重任。

■《今晚打喪屍》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