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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戲好戲
連場連場

日本青春經典大師岩井俊二與金
像導演陳可辛聯手撰寫情書新一
頁，榮膺2018香港亞洲電影節閉幕
電影《你好，之華》（圖）講述了
三代人的故事，關於少年、中年、
老年不同人生階段的感悟，其中涉
及愛情、親情、友情。導演岩井俊
二說：「這是一個關於時光的故
事，那些遺憾、錯過、失去，不可
逆轉。你可以稱它為成長，也可以
稱它為生命的輪迴——即電影的結
尾，也不見得是人物最終的結
局。」
22年前的《情書》令岩井俊二紅
遍亞洲，今次《你好，之華》再一
次以信作為主題，難免會令人聯想
起當年他的成名作。導演表示創作
這個故事時，並沒有刻意將信件作
為主題，只是當故事想到某某細節
位，就發現這個情節只能用上信件
來表達，於是《你好，之華》主幹
就跟《情書》有點相似。而監製陳
可辛覺得今次《你好，之華》和
《情書》相比，是更為直接的別離
哀愁，應該是因為岩井俊二把人生
挖得更深，覺得過了半輩子後再回

頭去看有一份特別領悟。
電影中更出現一本由岩井導演親

手撰寫關於之南的真實小說，當中
匯聚着各種人物的思念，形成感人
的情誼，繼而將其傳達給別人；
《你好，之華》更像《情書》的延
續，是一個溫柔中包裹着殘酷的故
事，當中包括人生的感慨，但仍如
冬日暖陽。
最後，電影更造就了岩井俊二、

陳可辛與周迅令人期待的三人組
合。對於女主角周迅的演出，岩井
俊二讚賞有加：「她是最符合我心
裡那個角色設定的人選，她的那種
清爽感，特別適合這個角色。另
外，我覺得她還有一種天然的不安
定感，不經意間撒一個小謊的感
覺，正好符合這個角色的需要。」

文︰逸珊

電影《西虹市首
富》（圖）早在暑假
時已在內地勁收25
億，最近終於在港上
映，讓香港觀眾接觸
這部內地票房鉅片。
起初的確有擔心兩地
文化有所不同，導致
戲中笑料在港未必笑
得出來，但看畢影片後，發現與
其說擔心內地笑片逗不到香港觀
眾開心，原來內地喜劇帶着濃濃
的上世紀90年代港產喜劇特色，
所以對香港觀眾來說，這部《西
虹市首富》意想不到地充滿着莫
名的親切感。
《西虹市首富》故事講述了丙

級業餘足球隊守門員王多魚，意
外得知自己可以繼承300億遺產，
但前提條件是要完成「一個月內
花光十億」的挑戰。是不是感覺
似曾相識？就像上世紀90年代港
產賀歲喜劇的格局，主角王多魚
在劇中炫富、擺闊，繼而為了
「一個月花光十億」，而不斷成
為別人生命中的天使，輕易成就

他人的夢想去作投資，處處可見
非常「中國特色」的熱門詞語。
近年有句潮語常說「有錢就是

任性」，的確有錢能做的事太
多，數之不盡的方便容易連人的
本性也買得起。電影用誇張的手
法，對現實社會的炫富價值觀，
做了切切實實的一場大諷刺。當
然，故事到最尾又回到老生常談
的題目：錢能買得起人性和感情
嗎？一段真摯感情跟 300 億財
富，你怎樣選？說起來，《西虹
市首富》就像是一面「哈哈
鏡」，用最誇張的手法去諷刺物
質至上的社會是多麼可笑，讓觀
眾重新反思什麼才是真正的「有
價值」。 文︰艾力

《你好，之華》
岩井俊二帶回22年來生活的感悟

《西虹市首富》
有錢就是能任性嗎？

泰國流傳着不少恐怖傳說，「鬼妻」可說其中最為人熟悉
的傳說之一。這個故事亦多次被搬上大銀幕，多年來有超過
二十部電影根據此傳說改編，其中包括《鬼妻》（Mae
Nak）及《嚇鬼阿嫂》（Pee Mak Phrakanong）。嚟緊在下
月上映的《鬼妻勿語》又再把這個經典傳說搬上大銀幕。
《鬼妻勿語》由Mate Yimsomboon執導，以一對高中學生
的甜蜜愛情為故事展開。
故事講述剛入讀高中的女生小娜，開學首天即邂逅同校高

中三年級的麥。麥被小娜深深吸引，主動對這位新生處處幫
忙，更經常義務替她補習。小娜被麥的熱情打動，兩人譜出
一段青春戀曲，在校園內引來不少羨慕目光。然而，麥出身
豪門，他的母親對來自鄉村的小娜極之嫌棄。為了令兩人分
手，她不惜把麥送往外地留學。
此時，小娜發現自己懷有身孕，徬徨之際，竟在母親的勸
誘下往墮胎，更在手術中意外死亡！自此，她居住的大樓頻
頻鬧鬼，直至麥回來找她。劇中的女主角小娜由女星素芭華
迪潔蒂蘇柏古（Supawadee Kitisopakul）飾演，外貌清純的
她在戲中將化身成惡鬼，喜愛恐怖片的影迷就不可錯過。

文：VV

韓國型男玄彬夥拍朴信惠等人演出的tvN
新劇《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將於12月1
日首播！Netflix亦於同日在全球播映，每周
上架最新兩集。而該劇更遠赴西班牙、匈牙
利、歐洲等地區取景拍攝，在男神配美女再

加上有異國風情的唯美景色，已值得大家期待了！
該劇是一部異國浪漫的愛情劇，講述身為投資公司代表的

劉鎮宇（玄彬飾）因為業務而到西班牙出差，卻住進了由鄭
希周（朴信惠飾）經營的CONTIGO旅館後，兩人被困住
在旅館內，因而被捲入了奇妙事件，從而開始一段驚慄的故
事。近年玄彬活躍於大熒幕，今次時隔3年再拍劇，在劇中
他扮演有着遊戲開發天賦的工科博士出身的投資公司代表，
是個十分任性的人，凡有任何事情都絕不認輸的。雖然富有
冒險精神和具有幽默感及領導氣質，在公司裡受人尊敬的老
闆，但因兩次的婚姻失敗更慘遭摯友背叛，在那之後，也慢
慢變得玩世不恭。朴信惠則飾演從小父母雙亡，為了承擔家
庭生計，在西班牙經營旅館，但夢想是成為一個結他手。有
「男神收割機」之稱的她此次與玄彬合作，令人期待他們的
化學反應。
另外，EXO成員燦烈、李蕊在劇中飾演朴信惠的弟弟和

妹妹。而李詩媛、韓寶凜則分別飾演玄彬的第一、二任妻
子。 文︰莎莉

作為2018年的台慶
劇，《兄弟》（圖）
更似是《城寨英雄》
的現代版，是一種老
派的英雄片——主角

憑個人的拳腳功夫，像RPG遊戲一關
一關地破解，拳打舊勢力、腳踢驚天
陰謀。或者觀眾看厭了機關算盡勾心
鬥角的情節，剛陽而拳拳到肉的動作
片，更令人看得痛快。
自從前年大台拍出《城寨英雄》
後，彷彿要人知道他們仍有拍功夫劇
的能力。觀眾不難發現，今時今日大
台的功夫劇用了大量特寫加上慢鏡，
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功夫動作電
影，則有完整的對拆動作設計，再以

正常速度拍攝，所以視覺上的連貫性
以至拍攝難度，都是昔日的港產電影
完勝。然而今天拍攝功夫動作片的人
才，實在難以跟八十年代相提並論，
所以今不如昔也是非戰之罪。幸好在
電腦特技的幫助下，加上本地觀眾向
來對拍攝不太講究，雖然沒有行雲流
水的真格鬥動作，但那種恍如美式動
漫的格鬥場面，都算是成功避重就
輕，拍出像樣的功夫動作劇。
故事中的張非凡（王浩信飾﹚、夏

天行（楊明飾）和何鐵男（伍允龍
飾）是失散兄弟，三人就着失散了的
「龍珠」，拼合起來成功召喚出終極
「男神」形象——張非凡代表着舉重
若輕的瀟灑、夏天行則是謹慎老練，

而何鐵男則是勇氣和真
正的「好打得」。劇情
發展亦不難預計，大抵
是三兄弟重聚後，將那
些「大到不會倒」的跨
國犯罪集團狠狠擊倒。
老實說這類傾向動漫化
的動作片，大家也無謂
預期角色會描寫得有多
細膩，甚至要接受人物
性格鮮明得近乎浮誇的
毛病：如江嘉敏飾演的馬斯婷，未免
可愛得過分情緒高漲；同樣三大男主
角，亦因為太着力扮cool、衝動和玩
世不恭，而令角色不夠立體……
雖說《兄弟》在人物塑造上未見出

色，但筆者卻欣賞創作人
取景的獨有心思：《兄》
擁有台慶劇級數的資源，
能遠赴菲律賓和英國等地
拍攝，但有錢之餘，也要
有創新的心思，才能將陳
舊的橋段拍出新鮮感——
例如首集講到非凡被綁架
的一幕，不是公式化地把
他押到一間村屋，而是特
別在菲律賓找到一座荒廢

了的遊樂園，令整個「救參行動」耳
目一新，比過往芸芸的綁架情節更為
精彩難忘……筆者甚至乎有一刻懷疑
自己不是在看大台劇呢！

文：視撈人

星星 視
評

星星 新星
道

《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
玄彬朴信惠異國談情

《鬼妻勿語》
恐怖傳說再現銀幕

星光透視 印花

送《鬼妻勿語》電影優先場

由洲立影片發行（香港）有限公司送出《鬼妻勿語》
電影優先場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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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妻勿語》電影優先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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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剛陽之氣回歸

在剛剛結束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上在剛剛結束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上，，展開對話的一班電影人如果探討青年展開對話的一班電影人如果探討青年

導演的發展導演的發展。。從忻鈺坤的從忻鈺坤的《《心迷宮心迷宮》》到周子陽的到周子陽的《《老獸老獸》；》；從畢贛的從畢贛的《《路路

邊野餐邊野餐》》到張大磊的到張大磊的《《八月八月》，》，近年來近年來，，在紛繁複雜的電影市場中在紛繁複雜的電影市場中，，有一有一

批青年導演群體批青年導演群體，，憑藉自身對電影的理解憑藉自身對電影的理解，，進行了多樣化的嘗試進行了多樣化的嘗試。。從作者從作者

電影到類型電影電影到類型電影，，他們不斷探索電影創作的多種可能來突破自己他們不斷探索電影創作的多種可能來突破自己。。

文︰新華社文︰新華社

作者電影還是類型電影作者電影還是類型電影？？
新一代導演愛探索求突破新一代導演愛探索求突破

近年，作者電影使得這些青年導
演不斷獲得國內外眾多電影節

的青睞，並在各大獎項上屢有提名
和斬獲。然而，隨着愈來愈多風格
化作品的亮相，很多青年導演開始
偏執於在影片中樹立起實驗性、創
造性的特色，但他們急於在影片中
建立強烈的形式感，拓寬藝術電影
的邊界，卻往往忽略了電影的故
事、情節、人物等基本元素。

電影發展的新趨勢
這種偏執也會讓電影面臨着創作
與發行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過度
的自我保護使得青年導演和投資人
相對立，為影片的誕生帶來更大的
困難。在針對這一現象，有電影人
認為，從類型電影出發，建立起與
觀眾之間的溝通，這或許是可供青
年導演選擇的另一條道路。類型電
影是荷里活的一種電影創作方法，
主要有喜劇片、愛情片、犯罪片、
恐怖片、歌舞片等等。導演唐高鵬
說，類型電影對於觀眾來說更為熟
悉，接受度也更高，容易建立起與
觀眾的共情。「抓住了類型，就能
抓住市場。」
事實上，嘗試不同類型電影的勾
兌和混合，是目前電影作品發展的
新趨勢。導演鄭大聖表示，這是一
批非常注重表現個人風格的導演群
體，他們的作品也更多地呈現出作

者電影的特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前後，法國的一些主張作者電影的
人認為，電影作為一門獨特的視聽
語言，應高度肯定個性，自由表達
導演的思想和情感。「現如今的這
批青年導演在尋求個人表達上，比
第五代、第六代導演走得更遠。」
鄭大聖說。
目前湧現出的成功的青年導演作

品，多數也是從類型片的角度出
發，在尋求與觀眾共鳴的基礎上，
融入自己的理念。《老獸》是現實
主義題材，《八月》是生活化的表
述，《心迷宮》則是在懸疑片類型
下對敘事結構的優秀操縱。因此，
唐高鵬說︰「青年導演展現出對電
影新的認知視角和表達方式有利於
開拓電影的邊疆，他們應該具有一

種開放和謙遜
的態度，這對
青年導演和電
影的發展都更
有益。」

中國電影具國際化
其實，回望2018年的中國電影，

至今已有16部電影過10億票房。不
論商業、文藝兩個方向的多部影片
都達到高質量的水準。如《江湖兒
女》、《地球最後的夜晚》、
《影》、《撞死了一隻羊》等藝術
影片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均展示
着中國電影最新藝術成就，均受好
評。其中，張藝謀新作《影》融合
中國傳統美學創造出的水墨畫風，
令人耳目一新。在電影網站「爛番

茄」更被評分高達95%；而青年導
演畢贛在三年磨一劍的新作《地球
最後的夜晚》中大膽使用長達1小
時的3D長鏡頭，被認為頗具膽量及
藝術探索精神。
據資深電影人認為，中國電影歷

史豐厚，具有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
和美學追求；而近年來中國電影呈
現出更國際化、多樣化的面貌；同
時，一批有才華的青年導演已慢慢
成長起來了，將推動中國電影整體
質量進一步提升，邁向一個新階
段。

■■張大磊首執導筒張大磊首執導筒，，
《《八月八月》》就拿下就拿下5454屆屆
金馬獎最佳電影金馬獎最佳電影。。

■■導演畢贛導演畢贛（（左二左二））的新作的新作《《地球最後的夜晚地球最後的夜晚》》中長達中長達11
個小時的個小時的33DD長鏡頭長鏡頭，，就是頗具膽量和突破性的嘗試就是頗具膽量和突破性的嘗試。。

■■電影電影《《未擇之路未擇之路》》導演唐高鵬導演唐高鵬（（右右））和主演王學兵和主演王學兵。。
■■鄭大聖說︰鄭大聖說︰「「很多導演很多導演
都在盡力找到類型電影與都在盡力找到類型電影與
作者表達之間的平衡作者表達之間的平衡。」。」

■■玄彬玄彬■■朴信惠朴信惠

■■以全新的青春校園版以全新的青春校園版，，
為觀眾帶來浪漫與驚嚇為觀眾帶來浪漫與驚嚇。。

■■泰國經典鬼故泰國經典鬼故《《鬼妻勿鬼妻勿
語語》》於於1212月月66日在港上映日在港上映。。

《剋．寡婦》（Widows，圖）
是蜚聲國際星級大作家Gillian Fly-
nn繼全球掀起熱話的《失蹤．罪》
再次編劇，把暢銷小說搬上大銀
幕。這次突破犯罪懸疑新格局，並
由金像獎最佳影片《被奪走的12
年》人氣大導演史提夫麥昆掌舵。
《剋．寡婦》講及沉淪腐敗的芝
加哥大街小巷裡，四名喪心病狂悍
匪被殺身亡，死後遺下各自孤妻一
筆爛賬，令她們身陷絕境。這四個
生命毫無交集的寡婦，只好團結憑
雙手以寡敵眾；拿回人生主導權，
打造一個自己能夠主宰的未來。本
片由金像提名《寫出友共鳴》維奧
拉戴維斯、《狂野時
速》系列索女米雪露
芝姬絲、《救參96
小時》動作巨星里安
納遜、《單身動物
園》百變型男哥連費
路，及《大亨小傳》
冷艷女王伊莉莎白戴
比基等一眾實力派，
以最強精湛演技演
繹，同台大鬥戲！

導演史提夫麥昆力求真實感，拍
攝時盡量少用電腦效果，所以片中
的動作特技和動作場面，都是根據
真實情況去設計，決定用芝加哥作
為故事背景並實地拍攝，亦是因為
這個城市在政治、種族、宗教、治
安和罪惡各個層面交匯起來，產生
出很微妙的關係和現象，演員也被
要求要把芝加哥當作主角一樣。例
如戲中Mulligan家的大宅是在Ken-
wood地區的Hyde Park取景拍攝，
該地是個歷史悠久的地區，前總統
奧巴馬在那裡也有一間房子，這個
細節可以凸顯出Mulligan家族在那
裡的歷史和地位。 文︰路芙

《剋．寡婦》
陰影籠罩下的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