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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男作獲金像獎4項提名

導演陳大利
導演
陳大利訴說心底話
訴說心底話
《黃金花》（Tomorrow Is Another Day）由《狂舞派》、《葉問》編劇陳大

■導演希望電影能觸動觀
眾，對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多
一份關心，
一份關心
，少一點歧視
少一點歧視。
。

利初次自編自導，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毛舜筠、香港話劇團演員凌文龍演出。本
電影獲得第 37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4 項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毛舜筠）、最佳
男主角及最佳新演員（凌文龍），以及新晉導演（陳大利），凌文龍更憑細膩
演出獲得第 12 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演員提名。那就由我們來聽聽導演對電影
的一番心底話。

訪問：鄺保威

整理：伍小月、鄺保威

拍一個母親，我很喜歡，也得到過公開承認，
所以便捉住母親這個題材去拍。怎樣才能把一
個母親拍得極致？我想拍一種無條件最偉大的
愛。以前我住屋邨，很多時在屋邨樓下的巴士
站會見到一個媽媽，拖着她有特殊需要的兒子
追巴士，他們在跑，那背影是很「論盡」的，
很多甩漏，但這畫面很美，很感動，很浪漫，
我很想將這些都寫下來。「黃金花」的母親有
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就是這樣決定的。我
寫了一個老公有外遇，因為吵架離開了家庭，
媽媽要守護這個家，她生出一個念頭，就是部
署計劃去殺那個小三，用這個戲劇行動來寫母
子情，形成了整個故事架構。

節奏很好。
爸爸的角色我找的男演員不是沒檔期就是不
想演，可能這角色表面看似不太討好，離家出
走又有婚外情，但實質上在我心內他不是這樣
的，他不是一個壞人。在最後一刻，我想起呂
良偉，大家全部贊成，甚至認為是最適合人
選。呂良偉認為這個角色很貼地，而且這個故
事有意義的，於是有興趣演出。但是他檔期很
少，所以我改劇本，壓縮他成為配角。
在開拍前一個月，資金出現危機，於是便要
停拍。後來安安姐（余安安）、Mo 姐、黃子
桓等努力找投資者，終於找到人願意加投資，
更申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最後才能開拍。過程
反覆如坐過山車，幸好事情只在一個星期內發
生，所以大家的檔期不用改。

資金不足現危機

電影只拍了19日

寫劇本時，我心目中主角是 Mo 姐（毛舜
筠），她看這劇本很有興趣。故事內兒子角色
是自閉症加中度智障的，又是主角，很難找演
員。我希望找新演員去做。因為母親是 Mo
姐，有種星味滲透出來，所以這個兒子也要跟
Mo 姐襯得上，假若找個太真實太赤裸的，觀
眾不會相信。我要求有樣又有演技，所以難
找。一天跟 Mo 姐食飯，她提及有次看舞台劇
看見一個男演員做得很好，希望我找他 Casting。我 Casting 完，第二天便決定由他擔任男
主角，因為他正好是有樣有演技，剛好符合我
的要求。他是做了十多年的舞台劇演員，身體

《黃金花》沒太多資金，只拍了19日。在現
場我沒時間想太多，所以前期工夫要做很足，
我開始做一些真實個案的資料搜集，去了解自
閉症青年應該怎樣去演繹。我找來兩個真實家
庭：家俊媽媽和余大俠，他們分別來自中度智
障和自閉兒子的家庭，凌文龍的角色就是由家
俊媽媽的兒子加余大俠的兒子混合而成的。我
和演員用三、四個月，一起去訪問這兩個家
庭，跟他們一起食飯，觀察他們日常生活。有
時我會找余大俠出來討論劇本，向他請教我這
樣寫，對他們來說是否會有些什麼不好。余大
俠以前曾在電影業工作，所以他提供的資料好
有幫助，甚至在拍攝時，他也會跟場，幫助我
作出很多細微的調節，教凌文龍怎樣演繹，和
說出一些父母的心聲。很多細位，例如怎樣拿
起一隻匙羹，幫助演員演得真實，效果很有質
感。
整個拍攝的過程壓力很大。因為 Budget 問
題，最多試過一日拍六、七場戲，半小時拍完
一場也試過，當然只是很簡單的鏡頭，其他場
數最多只拍三至四小時。當時我跟自己說，拍

實《黃金花》是我第一部電影。我想拍
其些自己熟識的題材，我
IFVA 得獎短片是

■呂良偉飾演一位疼愛兒子的爸爸
呂良偉飾演一位疼愛兒子的爸爸，
，為照
顧患有中度智障的兒子而承受極大壓力。
顧患有中度智障的兒子而承受極大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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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鬼，又驚又嚇

被喻為今年最恐怖嘅韓片
《瘋人院逐個捉》（韓文
名：昆池岩），在韓國一開畫即時成為首日
票房冠軍。以我做了鬼故事分享已有二十五
年之多，也探討過某些鬼屋情況，這間瘋人
院有齊所有恐慌元素，包括荒島、交通不
便、神經病院、有殺人傳聞，只有小量燈光
照明，有女生在探險，所有都到達猛鬼元
素……好正。
《瘋人院逐個捉》被喻為世界七大恐怖禁
地之一，同日本青森自殺森林、軍艦島等齊
名，CNN 亦報道有唔少人嚟到呢處感受恐怖
體驗，事實上《瘋人院逐個捉》係描寫昆池
岩上嘅一間精神病院，當地傳說因為有病患
陸續離奇死亡，令到呢間精神病院喺 90 年代
關閉大吉，有傳係因為醫生虐待精神病患
者，才出現死亡事件。由於傳說傳到甚囂塵
上，令到唔少自稱大膽人士都嚟到呢處挑戰
膽量。
大家對偽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都不陌生，
往往有出奇不意的效果，今次就有韓系恐怖

■看《瘋人院逐個捉
瘋人院逐個捉》
》
演員到昆池岩探險，
演員到昆池岩探險
，好
恐怖。
恐怖
。

電影《瘋人院逐
個捉》，將真實
中被喻為「探陰
勝地」的韓國昆
池岩精神病院作
背景，似真似假
更得人驚！而偽
紀錄片式的恐怖
電影手法，早在
1999 年的《死亡習作》，近年亦有另一系列
《死亡直播》，都是採用業餘拍攝的鏡頭，
經常搖鏡不穩等，增加電影的說服力及臨場
感。有人喜歡它對主角的驚恐描寫，亦有人
不喜歡鏡頭太搖看到頭暈嘔吐。《瘋人院逐
個捉》就是同類的韓國電影，賣點以真實存
在的「韓國三大鬼屋」之一：昆池岩精神病
院作背景，配上流行的直播文化新穎推出，
相信有一定吸引之處。
對比歐美驚慄片以驅魔、殺人魔為主題，
日韓拍攝的同類型電影，以衝擊人的心理為
主導更是直擊人心。
文︰路芙

■在照顧兒子時
在照顧兒子時，
，兩人有好多互動的動作
兩人有好多互動的動作。
。
完就是贏。當中很多事我妥協了，例如明天要
拍，今天還未找到場地。亦有時因為沒有場地
而刪減劇本。但有一樣我不會妥協，就是戲
劇，就是演員的演繹，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期
要花那麼多工夫。我預期製作上會出現問題，
所以必定要事前做足功課。

■毛舜筠在片中飾
演黃金花黃師奶。
演黃金花黃師奶
。

剪片花好多時間
終於剪片了，剪接時，回想拍攝那麼辛苦，
必定要剪到最好。怎料我剪了很多個版本，剪
星
了年多兩年，整件事拖着，我將各個版本給相
關人士看，有些老闆認為可以，有些認為不太
好，最後我選擇了現在這個版本，偏向 Melodrama（通俗劇）。這部戲不是藝術片，我
去年《一念無
只是用主流說故事方法去說非主流題
明》上映引來很大迴
材。非主流題材令觀眾以為這部戲很
響，除了讚揚余文樂和曾志
藝術，其實整個故事的起承轉合跟
偉的演繹，亦引起社會對精神
《葉問》這些商業片沒有分別。
病患者的關注。今年上映的《黃金
《黃金花》早前在「香港亞
花》同樣以社會小眾病人為題材，而
洲電影節 2017」上映，我很
且同樣賺人熱淚，值得推薦。
擔心，要真正面對觀眾，不
《黃金花》由毛舜筠、凌文龍、呂良
知反應怎樣。放映後的分
偉主演，講述一個屋邨師奶帶着患有自閉
享會中，很多觀眾很感動
症和智障的兒子，面對丈夫出軌，如何跨
很喜歡，加上優先場反應
過報復心態，重新振作。一直覺得毛舜筠很
好，我才放下心頭大
有觀眾緣，由多年前的《家有囍事》到 2006
石。我知部戲一定有讚
年的《早熟》，再到往後的處境電視劇，雖
有彈。當中有很多做得
然產量不算特別多，但不少角色都為觀眾留
不夠好，有可以進步的
下深刻印象。這次《黃金花》飾演被迫報復
地方，但我已是做盡了，
的屋邨師奶，充滿母愛和溫柔，雖然可以更
很感恩。現正在等正式上
狠，但已經算是近年的代表作。
映，還未知正式上映時觀
不得不提的是凌文龍，這個名字大家可
眾反應會如何。這部戲賣斷
能有點陌生，不過如果熟悉香港話劇的
了給內地，再加上其他賣
觀眾，應該會記得這個名字。凌文龍在
埠，已回收了八、九成的成
《黃金花》中飾演自閉兼智障的二十
本，再加上將來香港票房，已經
歲青年光仔，電影公司的宣傳文字
封蝕本門。
形容他技驚四座，絕對沒有誇
張。這個大銀幕的新面孔，
不論咬字、神態、動作
都演繹細膩。凌
文 龍

影畫
館

新的真不如舊？

近年大台收視每況愈
下，即使計盡所有平台
的點擊瀏覽人次，平均
亦有 21、22 點收視，跟
十多年前還有近三十點
收視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或者有
見及此，大台於深夜重播經典劇集，在
零成本的情況下，竟也吸引到十點八點
收視。這更加令人篤信，電視劇新不如
舊，是比鑽石更堅的硬道理。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
最近有機會重看八九十年代的經典劇
集《流氓大亨》和《刑事偵緝檔案》︰
主題曲的旋律一響起，那個年代的獨有
回憶便立刻湧現；還有看到今日已上
「神枱」的演員、當年最如日方中風華
正茂的模樣……這都是現時的劇集難以
找到的元素。不過今天再看昔日的經
典，卻令人發覺即使如《流氓大亨》般
膾炙人口，精彩的，都只是零碎的場
口，相反故事整體都是很粗糙。正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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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也是種溝通
《黃金花
黃金花》
》

■《黃金花
黃金花》
》劇照
劇照。
。
不單演活光仔如何活在自己的世界，更慢慢
讓你了解他的世界。本年度香港電影金像
獎，頒獎台上應該少不了他的身影。
你可能會覺得，身邊沒有自閉症患者或者
智障人士，這個故事和你有點距離。但事實
上，《黃金花》還是個關於溝通的故事。電
影中光仔獨愛金魚，和金魚有一場又一場的
對手戲。金魚彷彿是光仔的隱喻，雖然無法
與人溝通，但其實一直自由自在的浮游。光
仔和金魚看似是相濡以沫，但其實只有他們
明白，沉默也是種溝通。電影最後一幕，一
家人走入水族館，魚和人重疊，也是光仔和
爸爸媽媽三個人三個世界的重疊，為這場師
奶復仇記帶來最好的化解。
我們都不是光仔或黃師奶，不過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小世界，都渴望被了解。或許需要
學懂認識不同的世界，生活才能有花，有
光，也有魚。
文︰鄺文峯

色的塑造，都
是十分一面倒，雖然鮮
明，卻又顯得平面。
執筆之時，大台新劇《逆緣》剛首
播，視撈人作為一個橫跨三十年的電視
迷，大概嗅得出明年今日，這齣劇早已
被觀眾遺忘。不過若你細心留意，會發
現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會比不少經典
劇集更加緊密合理。以《流氓大亨》為
例，當年的創作人為了在方謹昌（萬梓
良飾）與鍾偉舜（吳啟華飾）之間製造
張力，很多衝突其實事前沒有足夠的鋪
陳支撐，所以犯駁位也很多，只是靠演
員的魅力來遮掩瑕疵。相反似是無法
成為經典的《逆緣》，描寫主線的關
係：祖父鍾定國（陳家樂飾）、父親
賀和平（姜大衛飾）和兒子賀永年
（黎耀祥飾）個性更人性化之餘，角
色的互動亦更合理。特別是他們三人
首次相遇——姜大衛濫收陳家樂的士
車資，剛巧被與其不和的黎耀祥發

現，自然急於破壞其好事；惟當陳家樂
想道謝時，黎耀祥卻冷冷的回應，表明
自己不是要跟他友好，只是一心要破壞
姜的「好事」而已。這些微細的互動，
看似無關痛癢，但見到創作人對於角色
之間應有的反應，都是鋪排上力求恰到
好處，令劇情發展不會太突兀。
「舊」真的比「新」好嗎？若硬要說
舊一定比新好，大概是舊一代生在一個
易於發圍的好時年。
文：視撈人

■新劇
新劇《
《逆緣
逆緣》
》劇照
劇照。
。

《無聲絕境》艾美莉攜導演老公上陣 抵擋怪物
一般恐怖片都以聲音營造驚嚇效果，
但昨日在香港上映優先場的荷里活新片
《無聲絕境》（A Quiet Place）就一反
常規，「無聲勝有聲」，講述一家人必
須保持沉默，躲避聽覺極敏銳的外星生
物追擊，新穎拍攝手法獲 RottenTomatoes影評人100%好評。演技型男約翰卡
辛斯基（John Krasinski）此次更「演而
優則導」，擔任導演及男主角，與女星
艾美莉賓特（Emily Blunt）夫妻檔在大
銀幕首度合作，戲假情真。兩人在訪問
中表示，他們要用家庭的溫情和互相扶
持抵擋外星生物。
電影講述一群無堅不摧的攻擊性生物
將地球佔領，並以聲音來捕獵；就算只
是微弱聲響，都可能招致襲擊喪命。一
個已失去一個孩子的倖存家庭，每日唯
一保命的戒條就是「絕不能發出任何聲
響」，否則父母和剩下的兩個小孩，還

有即將出生的嬰兒，將面對前所未見的
未知後果。為了求生，艾美莉賓特飾演
的伊芙蓮及約翰卡辛斯基飾演的阿利想
出了多條末日求生守則，例如在泥石地
上鋪沙，以消滅腳步聲及盡量用手語溝
通，避免說話。

■ 一個已失
去一個孩子
的 倖 存 家
庭 ， 每日唯
一保命的戒
條就是「
條就是
「絕
不能發出任
何聲響」。
何聲響
」。

好爸爸代入角色
約翰卡辛斯基第一次讀到《無聲絕
境》劇本的初稿時，艾美莉賓特才剛生
完他們的第二胎。迎來小生命固然值得
高興，但同時這位爸爸亦因再為人父而
感到焦慮不安。「每每想到要如何保護
女兒、怎樣做個好爸爸，就彷彿完全代
入了角色。」他說。於是，第一次自導
自演的卡辛斯基靈機一觸，在這部恐怖
片中營造出聲音與寧靜的矛盾、恐懼與
愛的衝突，給人恐怖感之餘又帶着情感
的溫度。

5 度入圍金球獎的艾美莉賓特今次飾
演一個懷孕的媽媽，角色本身對白極
少，她只能靠面部表情和動作支撐整個
演出，是一次演技大爆發。艾美莉憶
述：「很諷刺當初未讀劇本前，提議老
公用她的朋友做女主角，但看完劇本後
即出現要演這個角色的念頭。」她又盛
讚老公說：「故事很有深度，超出了一
般恐怖片的手法。」

最後，卡辛斯基期望《無聲絕境》能
嚇到觀眾之餘，亦可令人明白家庭的威
力所在。他總結：「主角一家只能夠彼
此互相依靠，無路可走。佢哋必須停留
喺家庭嘅農莊，學識一齊生存。換句話
說，佢哋彼此間嘅愛同理解，就成為咗
佢哋最大嘅精神後盾，幫助佢哋搵到生
存落去嘅機會。」
文：陳添浚

■ 約翰卡辛
斯基自導自
演之作，
演之作
，與
艾美莉賓特
首次夫妻檔
上陣演出，
上陣演出
，
技驚四座。
技驚四座
。

送《無聲絕境》優先場戲飛
由洲立影視有限公司送出《無聲絕境》電影優先場戲
飛 20 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
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郵票兼註明「無聲絕
境電影優先場戲飛」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
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星光透視 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