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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業
迎來了黃金時期，無論是明星陣

容還是影片的數量、質量，都可謂空
前絕後。尤其是武俠動作片，更是風
靡全球，不但港澳觀眾趨之若鶩，就
連東南亞、歐美也有大量影迷，香港
因此被譽為「東方荷里活」。而此時
的余積廉，也憑借《歡顏》、《決戰
天門》等影片，在香港演藝圈日漸成
名。1987年余積廉成立唯益影業公
司，擔任獨立製片人。然而隨後，受
到經濟衰退影響，電影業陷入惡劣處
境，余積廉也不能倖免。
「為了吸引投資人，我不得不在酒
桌上推杯換盞，但是那樣的生活令人
十分厭倦」，余積廉每每回憶起當年
的生活，觥籌交錯的記憶就接踵而
來——「2萬元（港幣）一瓶的酒，啪
啪連開兩瓶，8,000元（港幣）一份的
魚翅，一人一份……擺闊氣、比排
場，都是為了吸引人投資。」1991
年，余積廉認識了比自己小28歲的重
慶農村姑娘蔣雪梅，蔣雪梅對他說：
「跟着你受窮我也不怕，我們可以一
起回我的老家種田，我養活你。」余
積廉被姑娘的純潔深深打動，反覆考
量後，決定跟隨姑娘來到遙遠的重慶
鄉村。

為電影把養家麵館關閉
2013年，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重慶

北碚區天府鎮，見到了時年73歲的余
積廉導演，彼時他與夫人蔣雪梅正一
邊經營麵館，一邊拍攝動作片《踏雪
尋梅》——這是他隱居重慶數十年後
第一部出山之作。夫妻兩人為了籌措
經費，將名下的房子抵押，每天吃着
兩元一把的青菜，省吃儉用為經費四
處奔波。小山村有個香港導演的事情
迅速擴散，當地鄉親成群結隊來看熱

鬧，但聽聞這個香港老頭為了電影抵
押房產時，紛紛搖頭嘆氣，只有蔣雪
梅一人笑瞇瞇地告訴記者：「他為了
我付出了一切，是最好的丈夫，我只
是想讓他圓夢。」
經過媒體報道，余積廉重新出山執

導電影被老朋友張國柱得知，在老友
幫助下，這部頗有八十年代武俠片風
格的電影在數條院線順利上映，並收
回全部投資款。《踏雪尋梅》的成功
給了這位昔日的名導信心，夫妻兩人
將經營十餘年的麵館關閉，專心投入
到下一部電影的拍攝中。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來到重慶

天府鎮，見到了年已八旬的余積廉導
演和夫人蔣雪梅。余積廉告訴記者，
自己導演的《青春無限》已經殺青，
夫人蔣雪梅又寫了一部劇本《桃色棒
棒》，籌備開拍工作。
從前的麵館佔用了夫妻太多的精

力，於是他們把麵館關閉，專心寫劇
本、拍攝、籌款。余積廉非常自豪地
告訴記者：「別看我老婆沒什麼文
化，但是現在寫劇本非常棒，絕不次
於專業編劇。」他一邊向記者展示
《桃色棒棒》劇本一邊說：「你看，
這段景色描寫，遠景、近景都有抓
住！ 這是不是
專業水平？」
余積廉臉上一
臉得意。而蔣
雪梅則在旁邊
微笑地補充：
「這些都是余
積廉教我的，
我 學 這 些 很
慢，但是他很
有耐心，一點
點培養我的寫
作興趣。余積

廉導演不僅是我的丈夫，更是我的老
師，我的益友，我的指路人。」
在他們的第一部電影《踏雪尋梅》

的籌款時，他們除了將自己的房子抵
押給銀行外，還參加了內地某衛視一
檔圓夢節目，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
長吳思遠在圓夢環節表示，他在重慶
有100多塊屏幕，要拿出來讓他們的電
影放映，老朋友張國柱、胡慧中也紛
紛伸出援助之手。余積廉深知這樣無
償的幫助是一種情義，但他作為一名
藝術工作者，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地去央求老友幫助、支持。《青春無
限》和《桃色棒棒》的籌款，他必須
自己完成。

籌經費吃了很多閉門羹
「我和老婆親自去找企業、拉贊

助，去年拍攝《青春無限》的時候還
有許多老闆給了我面子，覺得導演親
自拜訪嘛！有的贊助十萬，有的二十
萬……積少成多。但是今年不知道為
什麼，企業老闆都說忙，吃了很多
『閉門羹』。」談到這裡，余積廉認
真地問：「對了，我知道香港文匯報
影響很大，當年我經常看你們的報
紙，能不能在報道中寫寫這個情況，

看看有沒有港人願意投資我
的下一部電影《桃色棒
棒》？這是很好的一部電
影，講的是重慶底層的『棒
棒』（重慶方言，即人力挑
貨散工）的愛情故事，我相
信票房一定比武打片《踏雪
尋梅》高，而且更符合大眾
的審美。」

自卑不敢向古仔開口攞
余積廉告訴記者，前兩

日，他剛與古天樂通了電話。

「現在電影確實需要名
人效應，我拍攝的電影
都是用新人，我在想這也
是投資人不敢投錢的原因
之一吧？」余積廉心裡
想，自己當年認識那麼多
大牌港星，要不要請他們
來友情客串呢？猶豫再三，
他撥通了古天樂的電話號
碼。
「應該是古天樂的經理人

接的，我說我是余積廉，對
方說古仔在拍戲，稍後給我
回話。第二天，我接到了古天
樂的電話，他稱我『余哥』，
他說剛剛才得知我Call他，我
就開玩笑說『經理人效率不高
啊，要嚴厲批評』。我和古仔
聊了互相近況，得知我在拍
戲，古仔問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事
情。我確實心動了一下，但沒能
張開嘴求助他。」
記者第一次採訪余積廉時，他

非常抗拒向社會求助，缺錢了就
抵押房產，他向記者坦言「藝術家
總是既自尊又自卑，不願意低人一
等」。時隔五年，再次採訪余積
廉，他變得更接地氣，願意向媒
體、向企業求助，但是對舊友，還
是不願意張口。
「你開口，別人會幫忙，這是情
義，但是情義不可以這樣的。譬如我
知道，我對古仔說，請你來幫我友情
客串兩日，古仔一定答應，但是我必
須拉到贊助來，才能張開這個口。古
天樂可以念舊情，免費為我站台，但
是他也有檔期，有經理人，我必須承
擔他這部分的費用。」余積廉心裡始
終有個準則——不能佔別人便宜，尤
其是朋友的便宜。

港導隱居重慶山村數十年
港導隱居重慶山村數十年 為夢出山為夢出山

從重慶主城解放碑驅車前往余積廉所居住的北碚區天府鎮，大約需
要2個小時的路程，其中還包括半小時崎嶇泥濘的山間小路。天府鎮
山清水秀，記者在這裡沒有見到一棟高樓，也沒有見到一輛出租
車，生活原始、恬淡。當地人都知道這裡有個香港口音的老頭，聽
不懂本地方言，每天早上在田裡打太極拳，最近還拍起電影。
「這裡沒有咖啡，沒有茶餐廳，什麼都是麻辣，我剛來的時候簡
直要死了。」余積廉告訴記者，生活清貧沒關係，可着實讓胃委屈
了一段時間。「不過現在我好多了，老婆給我摘一種草泡水，味
道和咖啡相似，我也能吃重慶人愛吃的辣火鍋、醃肉了。就是仍
然聽不懂重慶話，需要老婆做我的翻譯。」
自從開始拍戲，余家的生活便開始精打細算。前幾年，蔣雪梅
在家附近荒地墾了60多平方米的菜地，種了白菜、葱、萵筍，
平時除了吃自己種的菜，同住在鎮上的弟弟也會送一些菜。午餐
時間，蔣雪梅給丈夫和自己煮了麵條，余導表揚妻子的手藝，
「加了一點老薑，味道更美了。」
如今，余家的麵館已經關閉，全家的生活開支全靠余積廉賣
畫。他們居住的房子是一室一廳，客廳擺放着電影剪輯器材，
旁邊一間小屋子就是畫室。他喜歡畫牛、羊、鶴等，尤其是牽
着牛的小孩，維妙維肖。只要余積廉畫畫，妻子便會陪伴在他
身邊。「我的畫34平方厘米的賣1萬元1幅，現在的開支就靠
這個了。」余積廉說。繪畫、寫作和下象棋，再配上一杯咖
啡，是他閒時最大的愛好。
清貧的生活，余積廉夫婦甘之如飴。讓妻子蔣雪梅印象深
刻的是，去年夏天是他們拍戲最艱難的時期，夏天穿綿綢褲
子涼快，為了節省她與丈夫共穿3條綿綢褲子，誰髒了就誰
換。」余積廉告訴記者，「前兩年，有人問我，你現在每
天花多少錢，我說就買菜的五六塊吧；那你在香港做導演
的時候呢？一天輕輕鬆鬆花五六萬吧；心裡有落差嗎？不
能這麼比，我有了現在平靜的生活啊。」
夫妻的感情經歷了粗茶淡飯的考驗後依舊情比金堅。余

積廉說︰「她
陪着我走過了
人生的低迷，
我願意一輩子
守在她一寸之
地。」

《 八 級 大 地
震：命懸一劫》
（圖）是罕見的挪
威電影，電影靈感
來自 1904 年，重
創挪威的奧斯陸峽
灣5.4級大地震，
早前獲選為「挪威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每次睇災
難片都會緊張到全身神經繃緊！而《八級大地震：命
懸一劫》更被譽為「近年最好的災難電影之一」，電
影極為逼真震撼的視覺特效，令人彷彿親歷其境。
故事講述了自1904年的挪威首都奧斯陸5.4級大地
震後，多年來，挪威仍不時受細規模地震影響。地質
學專家預測，一場巨型地震即將發生，殺傷力更會是
當年的一百倍。但他們無法準確預計地震出現的時
間，遠則100年後，近則明日。當地震來臨又能否平
安渡過難關？首先，始終不是美國大製作，災難場面
和規模不可能跟荷里活同類作品相比，但是部分場面
設計算是有睇頭，導演比較聰明地將場面集中在幾場
主角們逃生的片段。節奏比較歐洲感覺略為慢一點，
較多面部鏡頭和停頓鏡頭，喜不喜歡見仁見智。
早段以主角發現危機為主，現代科學發達，但人有

時因為懶散或者自視過高而看不到預警，有點意義。
中後段以主角一家遭遇為主，看見挪威人還是挺愛助
人的。動作場面雖然不算激烈，但電梯內和頂樓餐廳
內兩場設計算有心思，劇情略見勉強。最後最重要是
提醒災難時期千萬不要使用電梯。 文︰路芙

好戲好戲
連場連場

欣賞完2018年版《SUN-
NY陽光姊妹淘》（圖）真
係要拍案叫絕，是一套極高
水準，交集振奮及青春活力
的電影。電影故事的每一
場，導演大根仁在拍攝上的
鏡頭分場和內容情節，大致跟足2011韓國版
本，整體感覺很原著。
當中，導演在某幾場就加插了富現代感的

拍攝手法，尤其開場用上歌舞劇方式表達上
世紀90年代日本學生時期的種種潮流，非常
充滿陽光、非常跳脫，令人感覺與電影英文
名《SUNNY》很相襯。

2018 年版《SUNNY 陽光姊
妹淘》仍然用上兩代的女生交錯
地帶出年輕版女主角的理想和成
年版女主角的無奈生活及各自的
苦況；更以其中一位女主角伊藤
芹香面臨死亡，阿部奈美為她重

聚SUNNY成員，展現好朋友之間的友情和
團結。難能可貴的學生時代、職場時代的每
一個起承轉合情節，都令全場觀眾激動大
笑，笑聲有節奏地此起彼落，雖然主題講及
死亡，但從死亡中尋找到無價的情懷，是電
影最成功之處，而最後一幕的那種表達方
式，更接力撻起大家的高漲情緒。 文：逸珊

《在咖啡冷掉之前》
（圖）由舞台劇變成小
說，今天再變成電影，當
中的故事可見極具吸引
力，才能演化在不同媒界
裡作演出。劇情以四段不
同的故事組合而成，分別
探討着情侶、夫妻、姐妹以及家人之間不同
層面的遺憾與救贖。傳說能讓人回到過往的
咖啡廳，用一杯咖啡的時間去彌補過去未能
坦言的缺口，儘管這趟時空之旅有着複雜的
設定，也無法改變未來既定的結果，人們還
是會為求再見某個人而遠道而來。
電影淡淡然的手法，跟主題咖啡一樣，喝
後的回甘才是真正的味道。生活就是這麼逼

人，還未來得及期待，便要面對錯
過的遺憾。人要繼續沉淪舊回憶，
還是給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
用一杯咖啡的時間，思考、領悟人
生的真理。電影用了許多類似的手
法，將人們容易懊悔於過去的心
意，轉化成對未來懷抱希望的願

景，原來任何一處都可以是起跑線，我們也
在尋找着人生的「剛剛好」。
幾個單元故事各有精彩，故事的設定時間

不長不短，就一杯咖啡的時間，你想回到哪
一段時光？想跟誰分享？在咖啡冷掉之前，
把遺憾好好放下，我們都需要把回憶收藏
好，它們都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別
讓它成為你往後人生中的負累。 文︰艾力

《在咖啡冷掉之前》放下才能讓生命前行

《《八級大地震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命懸一劫》》
地震突襲地震突襲，，命難逃命難逃

《SUNNY 陽光姊妹淘》拍爛手掌的重拾青春電影

妻子任編劇妻子任編劇

余積廉盼有心人投資
余積廉盼有心人投資

清貧中有愛清貧中有愛 以繪畫謀生以繪畫謀生

■■余積廉在片場指揮電影
余積廉在片場指揮電影

拍攝拍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余積廉居住在山清水秀的村鎮中余積廉居住在山清水秀的村鎮中。。

■■桃色棒棒劇本已經桃色棒棒劇本已經
完成完成，，這是余導出山這是余導出山
後第三部電影後第三部電影。。

■■余積廉與古天樂合影的翻拍余積廉與古天樂合影的翻拍。。

■■余積廉導演與蔣余積廉導演與蔣
雪梅接受香港文匯雪梅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報記者採訪。。

以日劇的慣常
播放取態，都是
選擇在周日至周
五的黃金時段
（晚上8時至11

時）推出，高收視劇大多都來自這
些檔期，而非師奶們準備見周公的
深夜（晚上11時後）。出現在深
夜的節目，不乏內容踩界之流，例
如有大量香艷場面、意識較兒童不
宜、題材較為偏鋒等，總言之是非
主流的劇目。亦因如此，很少人會
對深夜劇的收視抱寄望。
今季東京電視台的「金11」

（逢周五晚11時推出）劇《我和
尾巴和神樂坂》（圖），論題材
和卡士實在難以想像會是深夜
劇，皆因主角為尊尼組合「嵐」
成員相葉雅紀與演戲經驗豐富的
女星廣末涼子，故事講述飾演技
術高超獸醫的相葉接手一間設備

頗為簡陋的醫務所，但他克服環
境所限，拯救一隻又一隻的動
物。由於得意可愛動物充斥在鏡
頭內，而情節也是圍繞醫治各動
物的病症，明顯已知放了在不適
合的時段，結果收視由首播的
6.6%逐集下跌，至上周第四集已
只跌剩4.3%，連5%這個心理關
口都守不住。這證明即使有利好
因素支持，佳作也不容易在非黃
金時段突圍，打破既有收視常
規。
有留意開日本綜藝的視迷，大

概也知相葉本來是人氣動物節目
《志村動物園》的客席主持，曾
跟無數動物交過手，他和另一男
星 DAIGO 同 屬 「 動 物 界 暖
男」，因此相葉擔演這個獸醫角
色可謂是非常合適。奈何觀眾看
電視的習慣太根深蒂固，並不會
為一個只是合格以上的節目從被
窩爬出來；更慘是有日本網民拿
本劇跟今年同一電視台同一時段
的春季深夜劇《家政夫三田園》
第二季做比較——《家》劇主角
乃相葉的師兄、樂隊Tokio成員
松岡昌宏，結果《家》劇最低收
視的一集都能「破5」，證明夜
貓子寧看松岡男扮女裝都不欲看
貓貓狗狗…… 文：藝能小子

星星 視
評

動物溫情叫好不叫座

從影棚練習生到攝影機機工從影棚練習生到攝影機機工，，再從攝影師到導演再從攝影師到導演，，19401940年出生的余積廉在香港電影圈滾打了三十年出生的余積廉在香港電影圈滾打了三十

多年多年。。在香港電影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在香港電影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他曾與古天樂他曾與古天樂、、任達華任達華、、胡慧中等知名演員合作胡慧中等知名演員合作，，拍過拍過

《《歡顏歡顏》、《》、《決戰天門決戰天門》、《》、《少林達摩少林達摩》、《》、《摩登大食懶摩登大食懶》》等電影作品等電影作品。。然而然而，，上世紀上世紀9090年代年代，，香香

港影業走入低迷港影業走入低迷，，百餘家電影公司遭受重創百餘家電影公司遭受重創，，余積廉的公司也未能倖免余積廉的公司也未能倖免，，由此他從香港電影圈銷聲由此他從香港電影圈銷聲

匿跡了匿跡了。。但這位但這位「「為愛隱居為愛隱居，，為夢出山為夢出山，，並傾盡所有並傾盡所有」」做法近八旬的余積廉做法近八旬的余積廉，，因一部因一部《《踏雪尋踏雪尋

梅梅》，》，令原來隱居小城數十年的他再度出山令原來隱居小城數十年的他再度出山，，重拾電影夢重拾電影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