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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年代紅透半邊天的
溫拿樂隊，是香港樂迷心目
中的傳奇。早前，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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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友把溫
拿的奮鬥史
搬上銀幕。
搬上銀幕
。

的陳友便親自執導電影《兄
弟班》，把溫拿奮鬥發跡的
故事搬上大銀幕，與樂迷分
享那段屬於溫拿的青葱歲
月。
文：朱慧恩 攝：潘達文

和珅的蛻變 時代的改變

■陳展鵬
陳展鵬（
（中）在《天命
天命》
》中飾演和珅
中飾演和珅。
。

《兄弟班
兄弟班》
》還原溫拿發跡史
陳友 冀 帶 給 年 輕 人 希 望

文：選擇這時開戲，有無特別意義？
陳：家都好「抿水」啦，現在不拍之後
拍不到啦！（笑）其實我用了兩年多
時間籌備，劇本就不用創作，因為已
經有好多真實材料。但材料實在太
多，在這四十年有太多人與事，是一
件好貪心的事。最後決定用阿強（葉
智強）、阿友、阿健（彭健新）的角
度去睇這個世界，以（溫拿的）團結

作為故事的核心。
文：在《兄》中，溫拿既有團結一面，但
亦因成員受歡迎程度不同而有矛盾，
現實中的你們有無心病？
陳：唔係心病，由頭到尾都無。只是當社
會發展，去到一個階段，分開是最好
的。而我就是當事人，覺得高處就應
該停，不要阻住兄弟繼續發展。記得
當時完了第一次演唱會，阿 B（鍾鎮
濤）喊得好辛苦，佢獨自一人在台灣
拍戲，好孤單，所以佢好 Enjoy 成班
一齊開演唱會。（溫拿幾時再開 Concert？）無原則㗎，有得玩就玩！
文：談談四位演員合作的緣由？
陳：《兄弟班》是香港片，而我哋都係香
港仔，當然搵香港仔做啦。（為何阿
B 同阿倫（譚詠麟）唔搵香港演員？
無人敢演？）（大笑）鄧加樂都是香
港人，不過在加拿大出世，至於于湉
是監製找的。再者重心始終放在無咁
靚仔的三個「弱者」身上。
飾演阿倫的鄧加樂，當我第一眼看
見他時，就覺得他很有阿倫年輕時的
氣息與感覺，所以很想搵佢。至於陳
家樂的角色，則有很強的悲哀感，當
我睇《幸運是我》時，就覺得係佢
啦！阿謙就飾演鼓手阿友，我又唔需
要佢特別似我，最緊要識打鼓。聲仔
同阿強就好似，都係唔講嘢，但就唔
聲唔聲嚇你一驚。梓軒就係大佬款
啦，而且他在音樂方面就好厲害。

強
飾演 阿

文：為何會想拍《兄弟班》？
陳 ： 我 這 輩 子 都 好 Dramatic （ 好 戲 劇
性），人生起起跌跌。當一個人去到
咁上下年紀，便自然想回顧下過往的
日子。而我哋呢班兄弟相識多時，本
身都已是一個好特別的故事。其次是
現時入戲院的多數是年輕人，我希望
把我們過往的年輕歲月，給現在的年
輕人參考，希望提高他們入場的價
值。

林耀聲

文：香港文匯報 陳：陳友 樂：陳家樂
軒：王梓軒 聲：林耀聲 謙：吳鶴謙

友
飾演 阿

加樂、于湉、吳鶴謙六人分別飾演年輕時
的溫拿成員。回望四十年，由 Loosers 變
Wynners，溫拿在鎂光燈下贏盡掌聲。友
誼橫跨四十載，導演陳友把五人在多年來
所經歷的事情在腦海裡逐格播放，幾經辛
苦，最終選擇了以「團結」為核心的一段
故事獻給觀眾。

吳鶴謙

《兄弟班》
由陳友自編自導及監製，
電影並找來陳家樂、王梓軒、林耀聲、鄧

叻
飾演 阿

王梓軒

健
飾演 阿

陳家樂

一直以來，筆
者對和珅的印象，
都是停留在《鐵齒
銅牙紀曉嵐》中
（下稱《鐵》），
那個肥頭耷耳，跟紀曉嵐明明針鋒
相對卻又不失風趣的「大貪官」。
所以當看到《天命》陳展鵬的「靚
仔版」和珅，不禁令人聯想到 IQ
博士裝會突然由猥瑣男人變成帥哥
（通常對着山吹老師時）的怪趣模
樣。
除了和珅的外形大不同外，故事
內容亦迥異，這種遽變更似是與今
天時局相呼應。回想十多年前
《鐵》劇下的和珅，與「老闆」乾
隆皇關係親密，雖乾隆皇知道他奉
迎背後瘋狂斂財，是個超級大貪
官，但對他仍然客客氣氣，之間的
互動甚為幽默，這種親切的君臣描
述，也是令觀眾看得舒服，讓製作
人不停「添食」的理由（共拍了四
輯）。
至於《天命》中的和珅，故事的背景由服
侍乾隆變成嘉慶，結果立刻變成一套政治鬥
爭劇，他那張誓要與皇上惡鬥的自信嘴臉，
也叫一眾看《鐵》的觀眾無所適從——同樣
是和珅，卻從一個最著名的馬屁王，變成一
個想要顛覆政權的惡臣，反差亦未免太大。
雖然《天命》達大台一貫水平之作，但看罷
了又是古裝兼同樣是鬥生鬥死的《深宮
計》，難免有種看膩的感覺。
不過筆者認為，大台在這時刻推出此劇，
也算是摸對了時機：和珅是歷史上著名的大
貪官，故事描述乾隆的縱容，形成他權傾朝
野，甚至想到要皇上當其傀儡；至於嘉慶則
企圖撥亂反正，誓要與大貪官決一生死……
比照今天的國情，同樣是致力打擊貪腐，一
頭又一頭的「大老虎」被拉下馬，你會發覺
《天命》是食正這股政治正確的浪潮，因為
這根本是一齣打貪腐大老虎的故事，這至少
可確保《天》能安全登陸內地市場。特別在
本地觀眾對大台劇愈來愈提不起興趣，生意
年年萎縮兼要大幅削減人手的今天，這種依
着內地風向推出劇集的做法，可能是他們尋
找生存空間的「最後法門」。
文：視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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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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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 At The East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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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軒服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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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k

■ 陳 友
對陳家樂 、 王
對陳家樂、
梓軒、
梓軒
、林耀聲及吳
鶴謙分別飾演年輕
時的溫拿成員，
時的溫拿成員
，充
滿信心。
滿信心
。

演員各遇挑戰
文：四位演員演繹有何難度？
樂（飾阿健）：我彈結他不是太好，最初
挺擔心。和導演見面時問我識唔識
彈，我當然話識。後來知道「大
鑊」，啲歌好難彈，然後即刻去上
堂。至於角色方面，我有想過究竟是
帶點喜劇色彩去演，還是很真實地
做。而導演叫我不用想太多，用最真
實的情感演即可。
謙（飾阿友）：（你較少幕前演出，又要
演導演本人，壓力大？）有好有不
好。好處係導演話點演我就點演。最
難就是要「度」一段與劇情有關的
Drum Solo，我要執得比錄音那位鼓
手更精準。同時，在拍《兄》時我正
好離開了所屬的樂隊小紅帽，情緒有
點波動，所以要控制情緒，投入角
色。（樂 and 軒：佢好鍾意搶戲，好
似來自另一個星球。）
聲（飾阿強）：我想最困難一定是彈
Base，結他我只識三個 Chord，基本
上由零開始，所以音樂對我來說是最
難。在角色方面，我的角色似是局外
人，但亦是當局者和旁觀者，也是一

個「說書人」的角色。導演同我講，
你表面好似傻吓傻吓，但內心是奸
仔。所以要演一個表面傻仔但內心奸
仔的角色，也算有難度。
軒（飾阿叻）︰我在戲中飾演一個大佬，
不過係一個唔叻的大佬，好多嘢撞晒
板，但又要有義氣又硬頸。我少演呢
類角色，整個身體和動態都唔同，和
我平時演的角色好唔同。

視
評

剪片太專注 眼矇跌親

■陳友自編自導及監製的電影
陳友自編自導及監製的電影《
《兄
弟班》，
弟班
》，於
於 7 月 19
19日上映
日上映。
。

為求作品完美，
為求作品完美
，陳友無論在前期拍攝還是後期
製作，都落足力
製作，
都落足力。「
。「我哋在片場的天台拍戲
我哋在片場的天台拍戲，
，片
場的樓梯好複雜，
場的樓梯好複雜
，要行好遠先去到洗手間
要行好遠先去到洗手間。
。我坐
在 Camera 前面
前面，
，調度好多嘢
調度好多嘢，
，根本唔想去結果
以為中尿毒，
以為中尿毒
，所以馬上就走去睇醫生
所以馬上就走去睇醫生。」
。」他說
他說。
。
到後期剪片時，
到後期剪片時
，一日對住熒幕剪十多小時
一日對住熒幕剪十多小時，
，陳
友笑言瞳孔和熒幕都撈埋咗，
友笑言瞳孔和熒幕都撈埋咗
， 結果當離開這個
「熒幕世界
熒幕世界」
」時就覺得頭暈了
時就覺得頭暈了，
，走出房時不慎跌
倒。而王梓軒自言亦很佩服陳友導演
而王梓軒自言亦很佩服陳友導演，
，因為演員
可以有「
可以有
「走盞
走盞」
」位，但導演則不能
但導演則不能。
。雖然
拍攝過程很不易，
拍攝過程很不易
，但陳友亦表示傾注了不
少心機，
少心機
，希望把溫拿的故事呈現於樂迷眼
前，也獻給年輕一輩
也獻給年輕一輩。
。

好戲
連場

《蟻俠 2：黃蜂女現身》
動物世界＝死亡困獸？
咪以為係寵物：人生錢財是
萬有引力，城市人無一不為權
利金錢生存，可憐的人類就每
天像動物為了食物而殺害其他
動物。人生恐怖。
《動物世界》（圖）由《滾
蛋吧，腫瘤君》的導演韓延執
導，特邀奧斯卡金像獎影帝米
高德格拉斯（Michael Douglas）首次合作拍攝華語電影，加上影
后級人馬、近期大熱話題之作《後來的我們》的女主角周冬雨領
銜主演及內地爆紅人氣小鮮肉李易峰特意減產近一年以專心參與
拍攝。
《動物世界》改編自日本漫畫家福本伸行90年代風靡日本的本土
漫畫作品《賭博默示錄》，自1996年在《周刊Young Magazine》
上開始連載，截至2008年為止共賣出了1000萬本以上。 導演在漫
畫原有劇情的基礎上，不僅打破了原著中只有男性角色的設定，更
加入了新的人物角色，同時又將故事背景放置在郵輪上，將原著中
強烈的「賭博」概念置換為一場卡牌遊戲，以決定生死！
故事講述鄭開司（李易峰飾）因意外背負巨額債務，面對重病
的母親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馬劉青（周冬雨飾），決心登上「命
運號」郵輪參與遊戲，改變命運的故事。然而這場遊戲的參與者
都是一群亡命之徒，讓遊戲場最終淪為「動物世界」鬥獸場……
文︰路芙

玄機處處各自各精彩
《蟻俠 2：黃蜂女現身》（圖）屬
於 Marvel Studios 電影第 20 部，更是
2018 年 Marvel 壓軸之作。今趟《蟻俠
2：黃蜂女現身》故事及人物角色，都
非常吸引，由始至終劇情充滿娛樂性
兼驚喜萬分，驚喜在每個角色個性非
常鮮明，要搞笑有搞笑，要嚴肅有嚴
肅，各自各精彩的同時，亦不會搶盡
他人的戲份，令整體的「驚」、
「喜」節奏抑揚頓挫，流暢非常。
整套電影主線不涉及維護和平，而
是圍繞着尋親，蟻俠一行人要在限時
內救回第一代黃蜂女米雪菲花，再引
申第一代蟻俠皮漢克博士（米高德格

拉斯飾）和第二代蟻俠史葛朗（保羅
活特飾）兩個家庭、兩代的父女情；
另外，為提高故事可觀性，更加插
「變大縮小」法寶，玩足全程 2 小
時；找來 Michael Pena 由吃下自白藥
開始，表演無厘頭「配音」，速度快
到瘋狂，獨角戲非常精彩。
至於，故事的時間值設定在《復仇
者聯盟 3：無限之戰》之前，《美國
隊長 3：英雄內戰》之後，情節順理
成章就將兩部電影聯繫着，目的是解
開《復仇者聯盟 3》的謎團？還是鋪
排《復仇者聯盟 4》，片尾兩次彩蛋
位置就有跡可尋，切記完場後要耐心
等候，第一次彩蛋出現比較
快，於立體泥公仔播完後約
2 分鐘，一出讓人驚嘆，問
發生什麼事？而第二次則在
最長的 Roller Credit 後才短
短出現廿秒左右，這次更令
人腦袋中不停出現問號，再
加上字幕出現的字句更讓你
抓爆頭。
文︰逸珊

《切小金家的旅館
切小金家的旅館》
》
千萬別看它是鬼片
究竟「恐怖喜劇」是怎樣的玩
法？應該驚先還是笑先？台灣電影
《切小金家的旅館》（圖）由以拍
攝短片見稱的林冠慧執導，向來喜
歡用奇幻元素講故事，嘗試在一部
片裡結集驚嚇、友情、親情與愛情
等元素，以祖孫三代間的詼諧製造
喜劇感，究竟是搞出新意思？還是搞
到亂七八糟？
《切小金家的旅館》故事講述染着
金髮高中生切小金（張庭瑚飾），準
備邁向高中生活的「第五年」，就在
轉學的第一天，陰錯陽差地救了人稱
小公主的徐立漢（洪言翔飾）與性格
陰暗的魯群（林鶴軒飾）兩位同學，
因而得罪了學校的大流氓蝙蝠，為了
躲避蝙蝠幫的霸凌，魯群與小公主硬
是跟着小金返鄉，一起回到他一直不
願再接近的家族溫泉旅館，從而發生
連串怪事。
以荒郊野外來包裝這段奇幻之旅，
令人想起泰國同類影片《嚇鬼阿
嫂》，奉勸大家入場前千萬別以看鬼

片的心態來看，因為影片真的以笑為
主，至於驚嚇元素都是基本音效功
夫。有趣的是，影片來到香港以朱咪
咪及羅家英作為賣點，無他，就是香
港觀眾熟悉的演員，其實從影片細
節，都不難發現導演對香港電影的喜
愛，例如浴室畫面想起《殭屍》、蘭
若寺也想起《倩女幽魂》，所以影片
對香港觀眾來說，也是充滿人情味。
明白導演想輕輕鬆鬆放笑彈，甚至
乎把不同國家的喜感元素都共冶一
爐，但也挑剔點說句影片瑕疵不少，
很多為搞笑而搞笑的場口而弄得轉接
位牽強。但今時今日能夠遇到一部真
正笑得出的喜劇也不易，這間台式
「旅館」值得一試喔！
文︰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