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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大部分外
國人只會看見它燈紅酒
綠、歌舞昇平的一面，
其實繁華背後，又有幾
多人知道仍然存在着糜
爛、草根到要靠「偷」
去為生的低下層呢？
風格平實的日本國
際級導演是枝裕和今
年執導的溫馨動人小
品《小偷家族》，以小
偷作為低下層的代表，
去揭露社會上被人忽
視、被遺棄的一群，導
演以平淡的拍攝手法，
雖然劇情不算豐富，但
當中各人的內心戲就充
滿驚喜、親情，榮獲今

屆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實至
名歸。
據知是枝裕和開拍《小偷家族》，
是看到一則社會新聞報道而構思改編，
電影描述發生於東京舊區的故事，窮爸
爸（Lily Franky飾）與兒子（城檜吏
飾）以做小偷為生，一晚遇到一個被遺
棄街頭的小女孩（佐佐木光結飾），好
心收留了她。小女孩從此跟着小偷父
子、媽媽信代（安藤櫻飾）、婆婆（樹
木希林飾）及在夜店工作的姨仔（松岡

茉優飾）過活，一家人過得毫不完美卻
有其幸福之道，秘密之一是不申報親人
離世，繼續騙取政府養老金……
驟眼看這個小偷家庭非常完整，其

實所有家庭成員都是沒有血緣關係，這
點可以令人反思何謂家庭？沒有血緣關
係的小偷家庭，都比有血緣的家庭更有
人情味、生活更融洽。
而喜歡是枝裕和的電影，亦在於他

一向從事紀錄片拍攝，主題多與社會關
懷有關，喜歡探討家庭關係、親人血緣
關係，以及犯罪的題目。由1995年是
枝裕和第一部改篇自小說的劇情片《幻
之光》揭開東京貧窮年輕夫妻所面對的
問題，到2004年講述兒童被遺棄的
《誰知赤子心》、2013 年講「血
緣」、「情緣」的《誰調換了我的父
親》等等，這就是是枝裕和吸引人的亮
點。 文︰逸珊

媽咪在家中絕對是女主角，因為家
中只有一男一女主角，所以這便看出
媽媽的重要性，尤其是當爸爸也成為
媽媽的其中一個兒子時，媽媽便成為
了全家的唯一大人，也是唯一覺得自
己有責任的人，這可能是因為有BB在
肚裡成長及沒有BB一起成長的爸爸的
不同分別吧！
《Juno少女孕記》（Juno） 黃金創

作組合︰導演積遜懷文及編劇戴雅寶
高迪繼《中女翻叮日記》後，再次與
金像影后查莉絲花朗合作，炮製最新
喜劇《論盡爆煲媽咪》（Tully）！
當年《Juno少女孕記》熱爆全球，
叫好叫座，更為戴雅寶高迪奪得奧斯
卡「最佳原創劇本」殊榮，而導演積
遜懷文亦憑此片及《寡佬飛行日記》
（Up in the Air） 兩度提名奧斯卡

「最佳導演」，成績驕人。而近年狀
態大勇的查莉絲花朗，今次以精湛演
技回歸精品喜劇，更為此片增肥35
磅，搖身一變成為三子之母，完美演
繹阿媽照顧小朋友的辛酸無助一角。
瑪露（查莉絲花朗飾） 一直獨力湊

大兩隻化骨龍，並身兼所有家務事，
老公卻日日只顧返工和打機。但老三
出世後，瑪露終於接近崩潰邊緣，就
算討厭外人插手家事，今次都要搵救
星，聘請夜間保姆——桃莉。
瑪露慢慢地與這個充滿活力、自由

奔放的女孩建立出獨特的友誼，也不
知不覺搵返自己嘅生活，喚醒了潛藏
心底的另一面……誰知道，原來桃莉
竟然同樣一直在隱藏自己的真面
目？！

文︰路芙

看到這戲名
都不難聯想起十
多年前的《藉着
雨點說愛你》，
最近由孫藝珍及
蘇志燮，重新演
繹這個純愛浪漫
愛情故事，能再
度賺人熱淚、掀
起熱潮嗎？這部翻拍14年前經典的新作，講述孫藝珍所
飾演的林秀雅在病逝後，有如自己畫給兒子的童話書一
樣，於下一個雨季通過「列車」從「雲上國」再次來到丈
夫和兒子的身邊。
舊酒新瓶除了充滿回憶，還注入了新元素。今次《藉着

雨點再愛你》的故事都由一本童話故事書去串聯一起，令
故事性完整度及追看性都增強不少。看韓國愛情片，催淚
感動位從不讓人擔心，因為只有淚水過盛而從不缺乏，但
今次戲中卻提供了大量笑位，一眾配角的演出也十分亮
眼，當中以高昌錫所飾演的洪九最為搶鏡。
戲中短短六星期的時光，卻讓觀眾學會了「愛需要及

時」。人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已教會了我們要跟「遺
憾」做朋友，很多事情都消失得太快，我們都捉不緊、留
不住。現實中，我們又有多少個雨季讓我們跟失去的人說
「再見」？「再見」又為了迎來下一個再見，原來不斷的
離合就是教會我們要學懂放下，既然聚散離合我們也留不
住，就該好好珍惜能相聚的時光。 文︰艾力

執筆之時正值世界盃，全城也聚焦在Vi-
uTV，直接令大台的收視全線下跌。 不過
大台的《美女廚房》依然受到觀眾注視，不
是因為收視奇高，而是因為播映至今已收到
至少800個投訴！這樣一個嬉戲性質的節

目，為何會惹來這麽多觀眾投訴？大概是觀眾厭倦了那種不
專業和沒制度的遊戲競賽節目。
或許看官會有質疑，不過是一場遊戲，誰會計較認真不認

真？最緊要好笑便夠了。事實上，這的確是大台製作遊戲節
目的信念，所謂的比賽規則，都可以隨時改變——諸如《美
女廚房》的評分標準，明明是0到10分，但主持人為要增加
戲劇元素和「地獄化」參加者，經常給予負分，再附以極盡
刻薄的評語，從而營造戲謔效果。當然，不是說這條搞笑
「公式」失效，只是觀眾的喜好不像數學算術︰一次又一次
地重複，令觀眾對笑料變得意料之內，反而令大家對其他細
節分神，如轉為關注為何這麼浪費食物？不諳廚藝參加者舞
弄活物食材是否虐待云云。
更經典的例子是《獎門人》系列，明明是隊際競賽，但為

凸顯「大家開心」，常常以「打和」作結，至今仍被網民訕
笑。一場遊戲，大台總是不肯認認真真去分勝負，或許他們
覺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更為輕鬆好笑。但其實一個遊
戲節目，老老實實地去分勝負，引發的笑料會更加「有
機」，更加好笑。只要看看韓國的長壽遊戲節目《Running
Man》便可知：不論參加者是什麼人氣偶像，贏就贏，輸就
輸，沒有賴皮的餘地，也不會因為求所有參加者都開心而常
判「打和」……勝利一方得到令人欣羨的獎賞，落敗的一方
需接受可怕的懲罰，參加的藝人才會不顧形象、奸計盡出，

或發揮極限全力爭
勝，才會令觀眾笑得
開懷。
當然，我們的社

會也常見踐踏規則之
舉，要奢求一個節目
主持人堅守遊戲規
則？又談可容易！

文：視撈人

《高凶浩劫》（Skyscraper）的故事是關於一名專門負責
拯救人質的FBI韋（狄維莊遜飾），於一次任務中受傷失去
左腳，他離隊後為位處於香港，全球最高的高科技大樓—
The Pearl工作，某日大樓起火，數以萬計的人命及其家人
身陷困境。
一直很在行演動作片的巨星狄維莊遜在訪問中表示，這次

的動作特技與以往完全不同。「最吸引我的是在做這些精彩
的動作同時，你會看到軟弱這元素，是完美的平衡。一方面
他必須不顧一切的進入這大樓，不能從地面上，就只能從吊
臂上跳過去，是瘋狂的特技……軟弱的部分是他只得一條
腿，他是一名被截肢者。」為此，他參考了第一個攀上珠峰
的被截肢者的動作。「當一位只剩一條腿的人需要這樣子跑
和跳，一定涉及不少力量和細節的不同。」
他希望能在電影中展現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破滅的夢

想被突然復活，這就是人生。而在那一刻，你還必須作影響
一生的決定。」此外，狄維莊遜連同其他演員將於7月5日
至7日來港為電影作宣傳，展開3天的訪港之旅。

文︰陳添浚

星星 視
評

靠
「
偷
」
為
生

揭
繁
華
背
後
日
本
的
低
下
層

《論盡爆煲媽咪》煲都爆得點做媽咪？

《藉着雨點再愛你》不老的韓式雨愛

狄維莊遜下月來港
宣傳《高凶浩劫》

認真去玩才更好玩

在過往的作品中，是枝裕和常常拷
問一個問題：「是血緣？還是時

間？可以維繫一家人的感情呢？」而
大約在2016年，他看到一宗關於子女
隱瞞父母死亡而繼續不正當領取年金
的欺詐案，這個案件既是他創作
《小》的靈感由來，也使他馬上想出
新作品的命題──「唯一的聯繫是犯
罪」。因此，「並非因為血緣，而是
透過犯罪來維繫的一家人」，今次劇
本開首就是由這一句展開。

「親情」到底是什麼？
最初看到那則關於退休金詐騙案的
新聞時，是枝裕和坦言最初從腦海中
浮現的一句話是「唯一的聯繫是犯
罪」。在他看來，每當有子女欺詐亡
親的年金、或有父母教唆子女高買等
新聞出現時，都會惹來輿論的公審，
而他認為世上有多不勝數的人做出更

壞的事，大家卻輕易放生。「或者我
為人愛唱反調，特別在「311」大地震
後，不停聽到各界呼喊高舉『家人的
羈絆』（親情）的旗幟，我心裡覺得
很不舒服。『親情』到底是什麼？所
以我想透過一個以犯罪來維繫關係的
家庭，來重新思考『親情』是什
麼。」是枝裕和說。
如是者，電影由「親情」開始，然

後思考如何擴展故事、深入挖掘不同
層面。結果，一路走來，是枝裕和坦
言似乎把自己過去十年來思考過的各
樣事情，都凝聚在今次作品裡去。
「包括思考『家』是什麼，也有講到
想成為父親的男人的故事，以及少年
成長的心路歷程。」他說。是枝裕和
過往亦不乏關於貧困家庭的電影如
《誰知赤子心》，他表示兩部電影確
有相似之處，但他坦言：「我沒有意
圖去描寫貧窮家庭、刻劃社會最底

層。相反，我極力不想墮入這種描
繪，今次才把這一家人聚集在這一個
家。」

各自身世秘密逐一揭開
是枝裕和過往的作品如《橫山家之

味》、《比海還深》，均是以自己身
邊的事為題材，對事件切實地、狹窄
地、卻深入地搜挖下去，亦即以簡約
為主，不擴闊至社會視野來拍攝。但
今次《小》則不同，「今次是和這種
拍法完全區分開，一刀兩斷。所以，
可以說是重新站起來，返回原點。」
他說。如果說「喜怒哀樂」是情感的
四大核心，那麼對是枝裕和來說，今
次《小》則挑選了「怒」作為情感的
基調。「我有好幾部作品是用『喜怒
哀樂』之中的『怒』來創作的，結果
都成為很強烈的作品，所以有時候憤
怒也是很重要的。」他說。

《小》的主角是以犯罪維繫一家人
感情和關係的家庭。四周被高樓圍
繞着的一幢殘破單幢平房，住了柴
田治信代夫婦、兒子祥太、信代妹
妹亞紀，一家人靠初枝婆婆的退休
年金過活。在某個冬日，兩父子在
鄰近的公屋走廊發現年幼的女孩裕
里在寒風中顫抖，便把她帶回家。
然而，一宗事件令這家人四分五
裂，而他們各自的身世和秘密也逐
一揭開。
《小》的一家人就是處於邊緣狀

態，連戲中那間老平房也不例外。小
偷一家所住的房屋，設定是「周圍都
被開發建成新樓，只剩下一間的孤獨
老平房」。是枝裕和說：「拾了小孩
子回家養，卻完全沒有被周邊的目光
發現，就必須有這種條件的住屋，故
事才能成立。今次非常成功，找到了
心目中的理想實景。」

■一家人靠初枝婆婆的退休年金過
活。

■■是枝裕和執是枝裕和執導導《《小偷家族小偷家族》》奪得奪得第第
7171屆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屆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

■城檜吏在片中飾演以做小偷為生
的人。

■祥太與後來收養回來的女孩裕里關
係漸漸變好了。

《《小偷家族小偷家族》》以犯罪維繫親情以犯罪維繫親情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早前憑電影《小偷家族》奪得第71屆康

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這是他繼《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獲得評審團獎及人道精神獎之後的最高殊榮。是枝裕和向來

善於捕捉日本家庭親情，今次則超越一般的家庭概念和界

線，藉一個以犯罪維繫感情的家庭展開故事，向觀眾呈現一

幅撼動人心的社會景象與家庭圖像。 文：朱慧恩

是枝裕和是枝裕和 說故事說故事

■■查莉絲花朗為角色增肥查莉絲花朗為角色增肥3535磅磅。。

■■兩名男主持與一眾美女廚神兩名男主持與一眾美女廚神。。

■■雖然一家雖然一家
人並無血緣人並無血緣
關係但感情關係但感情
要好要好。。

■■是枝裕和在是枝裕和在《《小小》》中以中以
犯罪維繫一家人的感情犯罪維繫一家人的感情。。

■■被遺棄街頭的小女孩跟着小偷一家人被遺棄街頭的小女孩跟着小偷一家人
一起生活一起生活。。

■■電影故事以一座位於香港的摩天大樓作為背景電影故事以一座位於香港的摩天大樓作為背景。。

■■《《藉着雨點再愛你藉着雨點再愛你》》劇照劇照。。

怒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