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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合作讚姜文有想法有追求

成功劇本能令百姓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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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和姜文，兩人都曾在
中央戲劇學院就讀，何冀

平是戲文系，姜文是表演系，同期
在校的時間有兩年。雖然他們在學校
時沒有什麼接觸，但後來姜文看過何
冀平編劇的話劇《德齡與慈禧》和《甲
子園》都很喜歡，而且他們都在北京長
大，因此姜文打算將張北海的小說《俠
隱》改編拍成電影（即《邪不壓正》），
便想到要找何冀平作編劇。 何冀平透露，
這次和姜文合作從 2013 年開始談，用了三
年的時間作資料搜集工作。她也曾看過姜文
之前不同的作品，對他非常欣賞，尤其是
《鬼子來了》，作為編劇的她亦感到非常激
動，認為拍得非常好。

劇本創作捕捉導演訴求
即使彼此有很多共識，但為姜文做編
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着多年電影創
作經驗的何冀平笑言：「我常把拍電影比
喻成一場戰爭，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劇
本先行是必然的。姜文是三軍司令，我
則是先行官，負責寫前三稿，之後他現
場會修改。」
對這次合作，何冀平表示很愉快，
她說：「姜文非常重視劇本，他想
法多，時時變化，但他很尊重編
劇，待人真誠。和他談劇本，不
沉悶，很有意思。我會摸索他
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會非常
注意他的取向。因為最後
要我來執筆，所以我要
把他的訴求、他喜歡
的東西，容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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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面來。不僅是姜文，在合作創作中，
我都會捕捉每一位導演的訴求。」
這是姜文導演的第六部作品，也是他的
「民國三部曲」的終章。有評論指《邪不壓
正》是姜文寫給老北京的一封情書，影片在
美術、攝影上下足功夫，在雲南實景搭建了
四萬平方米的屋頂世界，無論是搭景、服
裝，甚至到群眾演員的選角，姜文都極為考
究，依然延續着其高審美風格：畫面精緻，
彷彿穿越回到老北平。
何冀平看到《邪不壓正》成片，也很感
動：「眼見文字轉化為影像、真人、實景、
實物，如同夢境成真，這就是寫電影劇本對
我的吸引。那連串的美妙影像：青磚房頂、
如空中飛鳥的俠客，大雪、火車、正陽門、
鐘鼓樓、打鬥、執着、清麗、風情、俠義、
兇殘……我是過來人，也不免激動。」當知
道票房過五億更加開心，首次同姜文合作算
有交待，是一個好好的開始。
有人認為，姜文就像一個對電影癡迷又敢
於創新的孩子；也有觀眾認為，如此強烈的
個人風格，成也是這份自我，敗也是這份自
我。在名編劇眼中，姜文從演員步向導演又
是否成功？第一次與姜文合作，何冀平感覺
到姜文是一個很有想法、有追求，和在電影
鏡頭運用非常有感覺的好導演，而從一個演
員轉為一個導演亦是非常成功的，「成為導
演需要對鏡頭有敏感度、懂得剪接、對人生
有所領悟、對時事的掌握都需要全面，才可
以做好。」

藉《藥神》重思創作尺度
內地電影市場現在已非常厲害，同期上演
的那套《藥神》總票房逾30億元，何冀平表

示自己亦看過，電影講的是老百姓生活
上的故事，引起廣泛共鳴。一個內地的
新一代導演可以拍出這麼有水準的電
影，證明中國電影業是有人才、有能力
的。她感覺很興奮也很安慰。她更預
計，《藥神》有機會在外國獲獎，因為
這齣電影較像近期在海外奪獎的印度和
伊朗電影，相信若該片海外參與角逐獎
項一定得獎。
同時，這齣電影對中國業界都帶來
刺激的作用。她坦言，電影說社會現象
的事，主題帶評判成分，批判性內容
「大膽」甚至有點「踩界」，是內地電
影未曾試過，而現實是影片大賣，證明
群眾喜歡看，連一些很久沒有入戲院看
電影習慣的年長觀眾也去觀看，造就了
如此強勁的票房。正因如此，現在不少
創作人都在思考《藥神》是否已反映了
內地寫實題材電影的創作尺度。
作為一個電影編劇，她希望可寫一
些貼近民生揭示社會問題和現象的劇
本，可以透過電影嘲諷現實題材的手
法，傳遞正能量和正確的價值觀。目前
對電影題材的創作尺度仍未有清晰而統
一的標準，若《藥神》成為先例，大家
就心裡有底線，將來便可拍攝更多關於
老百姓的故事，始終電影有人喜歡看才
有傳遞訊息的效果。目前中國內地電影
的巨大市場，對荷里活電影人的影響愈
來愈大，以往拍西片時只把中國演員安
排作衰人或負面角色，而現在就會把中
國人放在重要的位置，從中可以看出，
電影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有助於中國文化
走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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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創作更貼近現實 引發共鳴
何冀平目前在中國編劇界影響力身價
排名第三，因她涉獵到電影、電視劇、話
劇非常全面。既是名編劇家，又是中國文
學藝術聯合會全國委員，何冀平經常參與
文學藝術交流討論，也為大學生做講座，
接近群眾，了解到文化創作者和觀眾的心
聲。她仍很努力創作，作為擅長寫民國題
材的創作人，她也希望創作上寫些反映新
時代，貼近現實的社會問題，令民眾有共
鳴的劇本。

勸年輕編劇眼光放遠些
內地影視市場蓬勃，為編劇提供好的
生存、成長的土壤，現在內地編劇市場興
旺，編劇很吃香，待遇很不錯，新入行寫
一集可以叫價兩至三萬元，很容易成名，
令到很多年輕人、電影學院、編劇系的學
生都有興趣入行，卻較為急功近利，開口
就講錢。
何冀平忠告年輕編劇不應該眼光太短
淺，追求一片成名，發財致富。作為年輕
新人，最珍貴的是機會，而不是金錢，用
心寫個好的劇本，是一生的榮譽及立足在
這圈子的關鍵。要打好基礎，透過觀察及
閱讀來吸收養分。當編劇又要高度集中精
神、對事物要有觸角、要有高的敏感度，

要有些許天分，例如走在街上見到一些人
或事都對腦部有啟發。當編劇其實很辛
苦，需要思想高度集中寫作，有時要跟
場，少些體力都不行。

香港編劇視野比較廣闊
何冀平小時候有着獨特的成長經歷，
父輩們是海外背景，曾使她的童年歲月非
常孤獨：「我那時候穿的衣服是父親從海
外寄來的，身邊的孩子們都覺得我不一
樣，他們從家長嘴裡也知道我家裡的情
況，把我排斥出他們的範圍，所以我小時
候很孤獨，這些會在小孩的心裡造成一種
隔膜。他們不跟我玩，沒辦法，我就自己
在家裡看書，看畫，自己跟自己玩，自己
哄自己玩，這些都與後來的創作有關
聯。」
何冀平至今對戲曲亦非常着迷，喜歡
看戲，看昆曲劇本，這些都影響着她的創
作風格。她直言在香港生活三十年，令她
在觀念上有轉變，自然反映在作品風格上
也有所改變。「香港因中西文化交匯，影
視話劇方面的人才基礎好，視野廣闊，是
內地人缺少的，香港編劇寫出來的作品與
內地人有很大分別，有着獨特的優勢。」
她說。

劇情簡介

《邪不壓正》故事發生在北洋年間，北京
以北。習武少年李天然（彭于晏飾）目睹師
兄朱潛龍（廖凡飾）勾結日本特務根本一郎
（澤田謙也飾），殺害師父全家。李天然僥
倖從槍下逃脫，被美國醫生亨德勒救下。李
天然傷癒後，赴美學醫多年，並同時接受特
工訓練。1937 年初，李天然突然受命回
國。
「七七事變」前夜，北平，這座國際間諜
之城，華洋混雜，山頭林立，每時每刻都充
滿誘惑與殺機。一心復仇的李天然，並不知
道自己被捲入了一場陰謀，亦攪亂了一盤棋
局。彼時彼刻，如同李小龍闖進了諜都卡薩
布蘭卡。前朝武人藍青峰（姜文飾），神秘
莫測，與朱潛龍、根本一郎關係緊密，更與
亨德勒情同手足，是敵是友面目不清。隨着
中日危機不斷升級，各方博弈愈演愈烈。多
次為謊言蠱惑、錯失時機的李天然，終於下
定決心，在紅顏幫助下開啟復仇行動，並使
整個滅門事件和人物底細暴露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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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劇團北上有市場
惟成本高需資助
內地的話劇非常蓬勃，劇場文化氣
氛很好，像話劇《北京人》、《茶
館》上演場場爆滿，市民會通宵排隊
買飛，尤其大學生，有人肯排一夜買
四張飛。同時，一些城市紛紛將文化
館改為小劇場，由幾百至逾千座位不
等。
何冀平指出，香港話劇團去內地做
話劇也有市場，主要因為製作專業，
演員專業，有些題材具時代感。「我
的《德齡與慈禧》在北京公演大受歡
迎，香港話劇團的《最後晚餐》也大
收。」她認為，香港話劇界好有機會
可進內地市場分一杯羹，但香港幾個
專業劇團出外演出太少了，應多回內
地演出。主要是香港有能力上內地表
演的話劇團較少，因為人員、道具較
多，以致成本較高，政府亦沒有資助
藝術團體出外演出。若要推廣香港，
把香港文化帶到內地，最好是通過拍
電影，或者演一套話劇來宣傳更加

■（左起）何冀平、姜文和彭于晏日前出
席電影香港首映禮。

好，政府應該考慮支持。

亟待成立文化局專責文藝
談到香港戲劇藝術文化發展，何冀
平謂其實香港藝術人才全面，觀眾欣
賞水平很高，應該好好發展，可惜因
沒有政策支持而提升發展較慢，才被
內地市場追上。主要是香港將文化藝
術當作娛樂、消遣性質，所以香港的
劇場竟然設在市政大廈內，與街市在
同一棟樓，連一個像樣的、大體的大
劇場都沒有。這不能完全怪責現屆政
府，因在英國統治時期已沒有人理會

你的中國文化、藝術水準如何，所以
由康文署管文化和戲劇。
但回歸後，特區政府應重視自己的
文化，香港應該有一個專責文化藝術
的文化局作為協調機構，以正統方式
與不同地區進行真正的文化藝術交
流，提升香港文化藝術的水平。而現
在就算國家有政策惠及香港文化界，
有很多同業都不知怎樣透過政府機構
和內地政府機構溝通。內地已將文化
藝術提升至國家的靈魂的高層次，何
冀平呼籲港府快些出手協助，否則又
將落後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