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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戲好戲
連場連場

期待已久的經典電影《媽媽咪
呀！開心再嚟》（圖）橫掃全球6
億美元票房，創下美國歌舞片最高
開畫紀錄。這齣電影故事延續上集
發生在希臘的一個美麗小島卡羅基
里， 飾演女主角當娜的英國女星
莉莉詹絲（Lily James），畢業後為
尋覓自己的人生方向，決定獨自展
開歐洲之旅。
故事特色就是從現代穿越回到
1979年，兩個年代不停穿插，將圍繞着
主角當娜的朋友，無論現代版或1979年
代的朋友，編導奧柏加（Ol Parker）都
極度用心去編排、交代當娜所遇到的三
位俊男，夏利、標和森與她的關係，正
因為歌舞劇緣故，用音樂節奏帶動尋覓
當娜的人生，令全齣電影沒有悶場。
歌舞劇的主要靈魂除了能唱能跳的演
員之外，音樂都極為重要。《媽媽咪
呀！開心再嚟》請來ABBA兩位成員賓
尼安德遜（Benny Andersson）與阿爾維
斯（Björn Ulvaeus）擔任執行監製，阿
爾維斯更在電影開場，年輕的當娜與活
力雙娃在牛津大學畢業禮上表演的一幕
客串大學教授，他透露那一幕所用的歌

曲一直在他心中佔一席位，他說：
「《When I Kissed the Teacher》是在
1975年寫的，那時我們覺得任何歌都只
會流行兩年，所以現在這歌能回歸，是
有趣的事。這是一首很青春和有活力的
歌，用來為電影揭開序幕是最適合不
過。」
而整套電影真正延續10年前的韻味，

現今年輕演員配上殿堂級、百聽不厭的
ABBA金曲，新舊風韻融為一體地帶出
輕鬆浪漫的連場歌舞，值得捧場。另
外，據悉《媽媽咪呀！》音樂劇版將於
2019年1月在香港演藝學院公映，看過
2008年、2018年電影版，音樂劇版本一
定不容錯過。 文︰逸珊

本身絕地是《星際
大戰》世界中的光明
武士團體，以維持宇
宙光明勢力為己任，
並精通原力（The
Force）相關知識及
技巧和使用光劍作為
武器，他們懷有高明
的戰鬥技能與高尚的
品德。其行為準則被認為融合
了騎士精神、武士道、佛教及
道教等思想或宗教。這個名字
是從時代劇（Jidai Geki）的
「時代」一詞發音轉化而來。
絕地武士的宿敵是代表黑暗面
的西斯武士。
但今次的《絕地 22 哩》

（圖）故事是當外交無用、又
不能採取軍事行動時，就要出
動以占士（麥克華堡飾）為首
的國家秘密部隊「鬼影特
工」。他們雖然身為CIA的精
英分子，但行動時沒有身份、
沒有政府支援，更不會被承
認，每次都要拚死血戰，捨命
完成任務。一次在東南亞執勤
時，精通搏擊術的間諜李洛

（伊哥烏華斯飾）以手上掌握
恐襲美國的機密資料要挾，要
求被護送返美。為解除恐襲危
機，占士與隊友奉命護送他前
往機場。看似短短的22哩，卻
遭到十面埋伏，不斷被當地重
裝精銳以重火力截擊！槍林彈
雨、埋身廝殺……稍一不慎就
會即時喪命；占士與李洛如何
殺出重圍？
事實在工作上如果沒人支

持、沒有人信任還因此被屈的
時候，就猶如在絕地抱着絕望
入睡，沒有被子保護下面對空
氣的冷漠，是多麼危險及孤
單；這感覺絕對是這套電影帶
給你的冷漠無情打壓恐襲的陰
影。 文︰路芙

當你看湯告魯斯還在演《職業
特工隊》、《007》，還在拍個沒
完沒了，彷彿在電影世界裡，特
工片都是男人的專利。但在現今
男女平等的世界當中，女特工電
影也陸續湧現，看到新片《行動
代號：特工EX》（圖），你可知
道女生的殺傷力絕不能看輕，還
要是遇上前度男友的時候。
《行動代號：特工EX》故事圍

繞着一對好閨蜜，在生活無所事事
的時候，卻遇上前男友，還被兩女
發現其背後身份是國際特務。之後
當然是愈搞愈糊塗的關係，一場槍
戰導致人命傷亡，兩女愈搞愈大件
事，愈弄愈水洗唔清，於是由洛杉
磯走到歐洲，一路被追捕，包括美
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東歐殺
手及一個疑似自己人的特工。宅女
一夜速成變特務，走勻歐洲各大城
市，展開瘋狂亡命之旅。
特工片從來都是縱橫影壇不死的

賣座題材，在不同年代、不同市
場，票房都有一定保證。但當觀眾
看多了，自然要添加新鮮元素，這

次由兩女做主角，明顯是要有美
色，加上動作、笑料、走訪不同國
家的美景，完全是精準計算不同元
素拼貼而成的大合輯。
看這類片當然是抱着輕鬆態度，

單 是 從 片 名 《The Spy Who
Dumped Me》，已是惡搞1977年
上映的 007 系列電影《The Spy
Who Loved Me》。片中亦惡搞了
多部特工經典電影的情節，但可喜
的是情節沒有為製造喜感而變得無
厘頭，故事發展的起承轉合一點也
不馬虎，更是在敘事過程中埋下不
少伏筆，還要在結局部分來一個身
世逆轉，觀眾絕對會看得過癮！

文︰艾力

《媽媽咪呀！開心再嚟》
音樂令人積極，充滿愛去面對未來

《絕地22哩》返工是絕地 《行動代號：特工EX》
惡搞經典夠過癮

除了宮崎駿和新海城外，日本最
當紅的動畫大師導演非細田守莫
屬。由《穿越時空的少女》、《夏
日大作戰》，到即將在港上映的新
作《未來的未來》，全部都是口碑
與票房雙贏的作品。日前導演本人
更趁「夏日國際電影節」之際來港
與影迷會面，分享幕後的「創作密
碼」。
細田守表示，雖然動畫製作極其
困難，需要動用很多資金與時間，
以他自己為例，在日趕夜趕下也需
要用3年才拍成一部，但動畫電影
始終有種特殊魔力，是其他形式不
能比擬的，例如其電影中經常出現
的時空穿越就最適合用動畫表達。
早前有紀錄片透露他拍《怪物之
子》時每晚都畫到凌晨3點，他笑
指新作《未來的未來》 只是畫到
12點：「這次健康一點。」

此外，他又自爆創作時的
一些「密碼」。他指拍動畫
場景不能太多，需要集中，
例如《未來的未來》那間屋
及《怪物之子》的澀谷。不
過他提到同一場景必須有高
低處，讓角色發展。「《穿
越時空的少女》的跑坡也不
是平路。」他說。
有敏銳的粉絲觀察到細田

守故事中的女主角總是輕易
愛上來歷不明、神神秘秘的
男人。細田守解釋箇中原
因：「這種相遇更有神秘
感，所以更投入人性吧。無論是片
中女主角的角度，還是觀眾角度也
會這樣覺得。」
最後，細田守也透露了自己的靈

感來源。他說除了《灌籃高手》自
己其實很少看漫畫，主要是看電影

多。細田守的電影總是感人至深，
關注成長中的親情、友情和愛情。
他說自己讀書時愛看外國作品，後
來發現那些外國人的題材其實也是
來自他們自己身邊的經歷。「自此
我開始多留意身邊美好的事物，以
此為題材。」 文、攝：陳添浚

在《身後事務所》（圖）播映前，
筆者看宣傳片，以為這是一齣面對死
亡而反思生命的劇集，應該走感人路
線，殊不知卻原來是港式鬼片，而且
既不驚慄亦感人（鬼故也可以賺人熱

淚），可見孔夫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片）」的
教導，今天同樣適用。
要做到「大衛對哥利亞」以小勝大，就需要另闢蹊

徑，所以ViuTV挑戰大台的策略，從來都是標榜另
類，希望令睇大台節目睇到悶的觀眾，能夠一轉口味。
事實上與大台相比，ViuTV劇集的風格確實異類，所
以有時就算拍得差，也難以直接比較，皆因題材以至敘
事方式，兩台作品幾乎沒有共通點可作比較。例如之前
的《瑪嘉烈與大衛》、《短暫的婚姻》、《詭探》，以
至最近的《Plan B》，因為「另
類」，即使未必太好看，觀眾也
有更大的包容和耐性，追看多幾
集才敢下定論。
然後《身後事務所》的另類，

卻只是虛有其表的幌子：劇集從
先期宣傳，都導引觀眾一個錯誤
的期望，以為故事是闡述一門專
替人辦「身後事」特別工作，並

跟觀眾探討死亡，反思生命。題材雖然沉重，但迎合
近年興起的「生死教育」，故我還以為這次一齣「貼
地」之作……殊不知愈看愈有種被騙的感覺：所謂的
「身後事務所」，基本上都是幹着解開心結超度亡靈
的工作，令故事更似是初哥版的《陰陽路》。
然而港式鬼故向來不缺，其中大台早兩年的《降魔

的》，也有用類似的橋段。基於《降》之成功，筆者
以為若果一個與死亡相關的故事，能夠從傳統已逝者
（即鬼魂）的角度出發，轉為從在世者視點，講述如
何面對死亡，梳理痛苦，肯定令人更有共鳴和更具話
題性。偏偏這次ViuTV卻流於俗套，仍然用傳統鬼故
包裝「死亡」這主題。落筆之時，觀乎幾個單元故
事，無論是陰魂不散的議員助理、還是自殺枉死的年
輕男同志的故事，抑或被屈拒載而心臟病死之的士司

機，情節都是驚慄有
限，情感亦不夠細膩動
人，頗為「四不像」。
其實若將故事寫成如日
本的《禮儀師》，認認
真真令觀眾直視死亡，
反思生命，回響必定更
大，亦更有意思。

文：視撈人

動畫大師導演細田守
來港分享「創作密碼」 星星 視

評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身後事務所》

韓國電影的犯罪和懸疑情節一直是全世界數一數

二。下周上映的韓版《毒戰寒流》（Believer）是改編

自杜琪峯的《毒戰》，片中雲集了影壇的中堅力量及新一代的璀璨新星，分

別是趙震雄及柳俊烈等，以緊湊的劇情和兇狠的角色匯聚成引人入勝的犯罪

電影，在娛樂之餘同時發人深省。 文：陳添浚

電影講述毒品調查隊組長趙元昊（趙
震雄飾）決心緝捕臭名昭彰的亞洲

最大毒品市場的領袖「李先生」。在追捕
李先生的過程中，趙元昊逮捕了要報復李
先生的製毒集團的底層人物「樂」（柳俊
烈飾）。兩人協力追捕李先生，趙元昊要
在信任和懷疑的兩難中取捨。

每一個角色都突出
表面上只是一部動作娛樂片，但熟悉

韓片的觀眾都知道，韓片往往在意想不
到的結局中引出沉重且發人深省的思
考，本片也不例外。曾獲青龍獎的導演
李海暎說：「我致力確保電影節奏保持
明快的同時，並沒有在故事的邏輯方面
妥協。」不單單是娛樂，《毒戰寒流》
不斷為觀眾帶來持續的張力和電影感。
「除了專注暴露醜惡的一面，電影亦藉
此為觀眾提供一個機會去思考我們人生

中一些無助、無奈、魯莽、消耗性的目
標，以及這些目標所帶來的後果。」
因此，強勁的動作場面、精細的情景

設置背後，是鮮明的人物角色和充滿力
量的故事。導演說：「我拍攝犯罪電影
類別的最大目標是使得每一個角色盡可

能突出。我依照這個目標來
設計劇本，務求將各個角色
的情感保持到故事的最
後。」柳俊烈也透露：「各
個角色所作的決定，以及這
些決定所帶來的後果，全都
會帶來強烈的結局。」柳俊
烈在片中的表演非常有突破
性，因為他要在極少對白、
表情的情況下展現角色情
感。他說：「我透過不斷探

索如何在沒有面部表情的情況下展現角
色的情感來表達這角色。」

金柱赫最後的遺作
作為領軍人物的趙震雄的演出同樣精

彩。導演說：「趙震雄演員身上強烈的

能量和他所演繹的角色趙元昊是有相似
之處的。雖然趙元昊努力不懈地追着目
標，他的角色上也有人性化的一面。」
備受喜愛的演員金柱赫在2017年底
不幸因交通意外逝世，留下遺作《毒戰
寒流》。與過往眾
多電影中溫和印象
不同，今次在戲
中，他證明了他同
樣能夠完美演繹惡
人角色，就是飾演
稱霸亞洲毒品市場
的毒梟陳夏林，展
現出野性的魅力，
讓人難以忘懷的演
出為觀眾留下深刻
的印象。

星光透視 印花

送《毒戰寒流》
特別場戲飛

由萬基娛樂有限公司送出
《毒戰寒流》電影特別場戲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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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戰寒流特
別場戲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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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田守分享創作心得細田守分享創作心得。。

■■細田守新細田守新
作作《《未來的未來的
未來未來》》剛在剛在
港 正 式 上港 正 式 上
映映。。

■■柳俊烈片中角色在表柳俊烈片中角色在表
情少的情況下展現情情少的情況下展現情
感感，，難度極高難度極高。。

■■柳俊烈與趙震柳俊烈與趙震
雄雄（（右右））是片中是片中
最大主角最大主角。。

■■陳瑞妍為角色勁陳瑞妍為角色勁
減減1313磅磅。。

■■金成鈴演販毒贊助人金成鈴演販毒贊助人，，甚甚
有女性魅力有女性魅力！！

■■本片是金柱赫本片是金柱赫（（右右））的遺作的遺作，，電影將電影將
於於88月月3030日在港上映日在港上映。。

《《毒戰寒流毒戰寒流》》趙震雄展現人性化趙震雄展現人性化

柳俊烈柳俊烈零表情演繹零表情演繹
演技新突破演技新突破

■■車勝元飾演布賴車勝元飾演布賴
恩恩，，外表神秘外表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