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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簡單的一句
「地大物博」難以
全面地形容內地
市場的遼闊，那
麼票房也能拿
出來說話：據
統計，2018年
間，香港電影
累積票房約9.2
億，反觀中國內
地，僅僅是一個廣
東省深圳市，便有高達
22.6億的票房記錄，是香港
的兩倍有餘，這巨大的發展潛力，
是黃金時代的香港人無法想像的。
盧秋彭說：「剛剛回到內地工作

的時候，他們換一個景是2至3個小

時。但是現在已經非常
快，以前同一類型的
電影可能一天只拍
到兩個景，但是
現在無論是交
通、還是他們
的效率，是想像
不到的進步。因
為在內地天天有
戲拍，訓練多了速
度自然快了，工作人

員開始越來越清楚你要
什麼，也知道怎樣給你更好

的。」
馮永先生認為市場絕對可以帶動

工業，北上的影人們不約而同提出
一句話：「電影是無國界的。」

故事是電影的靈魂，彭浩翔、陳泳燊及
曾國祥三位導演在早前的香港電影人對談
講座上，各自對於香港電影目前的處境都
提到同一點：先把故事講好。香港浸會大
學電影學院老師文樹森表示認同，他說：
「拍戲的期間遇到的困難並不是作品差的
理由。」

早些年彭浩翔導演的電影《志明與春嬌》即便沒有上
映，也被內地網友追捧喜愛，他從而踏上北上之路拍攝
了續集《春嬌與志明》，這部電影以北京為背景，但依
然講述了一堆香港男女的愛情故事。縱然是一部合拍
片，但依然保留了足夠的香港味道，這種合作的方式令
兩地的觀眾統統買賬。
彭浩翔導演說：「目前有很多年輕人掙扎要不要在寫

故事之前去對需不需要遷就合拍片的需求產生疑問，但
事實上，這並不是寫一個故事的前提。」彭浩翔對年輕
電影人及學生提到自己的經驗，得益於今時今日的技術
發展，拍攝成本已經非常低廉，完全可以先行拍攝屬於
自己的短片，將它作為自己的履歷呈現出來。他甚至覺
得現在的大環境對於編劇來說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代，
因為網絡小說的發展令許多故事可以曲線救國地生成劇
本，從而走進電影行業。
陳泳燊導演對自己在拍攝《逆流大叔》時遇到的困難

直言不諱：「這是香港第一次拍攝關於龍舟題材的電
影，先前並沒有作品可以借鑒，直到真正到了拍攝現
場，才知道原來困難與麻煩重重。」但整個過程的艱辛
並不影響成品的成功，《逆流大叔》在低迷的電影環境
中仍然突圍而出。
曾國祥導演在改編內地著名作家安妮寶貝的故事並執

導電影《七月與安生》後，已感覺自己「試水成功」，
這部電影不僅在內地獲得了好口碑以及報收首5天便達
到票房7,240萬元。觀眾很難相信，這一部對內地年輕
男女的描述如此精準的電影，竟出自一位年輕的香港導
演之手。他指出自己確實越來越了解內地市場，「內地
市場很寬容，能夠讓香港導演有選擇的機會。」

一股隨北而上的電影潮流一股隨北而上的電影潮流
屹立在維港屹立在維港、、迎着徐徐海風的那座金像獎銅像迎着徐徐海風的那座金像獎銅像「「星光榮耀星光榮耀」，」，

如同香港影人的守望姿態如同香港影人的守望姿態，，承載着港人的電影希望承載着港人的電影希望！！

地大物博的中國內地地大物博的中國內地，，接近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之於香港接近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之於香港，，可謂可謂

海闊天空海闊天空。。在在20022002年全國落實年全國落實「「電影市場化體制改革電影市場化體制改革」」以及以及20032003

年中央與特區政府簽訂年中央與特區政府簽訂CEPACEPA後後，，兩地電影人合作更趨緊密兩地電影人合作更趨緊密。。相對相對

地地，，合拍片對內地電影業的蓬勃發展合拍片對內地電影業的蓬勃發展，，也一度猶如火車頭般起着也一度猶如火車頭般起着

重要作用重要作用。。這一重要的里程碑這一重要的里程碑，，不僅讓電影這個文化產業看到了不僅讓電影這個文化產業看到了

勃勃生機勃勃生機，，更是那些迷茫中盼望從事電影業的年輕人的一座閃亮更是那些迷茫中盼望從事電影業的年輕人的一座閃亮

的燈塔的燈塔。。他們他們，，終於看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終於看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胡茜、、陳儀雯陳儀雯

香港電影形成產業
早於內地，影人也
在一代一代的傳
承形成一種自
覺，包括對成
本的掌控、對
拍攝周期的把
握甚至對演員
的要求，這在
內地電影界來說
都是不可多得的
財富。內地電影的學
院派當然是無需贅言的專
業，但分得細，學一門是一門，
而香港來說倒比較野蠻生長，
資深的電影人都是在實戰打磨
出來的，幾乎個個都是十八般
武藝樣樣精通，有「一腳踢」的
本事。
前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
認為香港人在面對一個更龐大的
市場時，絕對有屬於自己的位
置：「香港人習慣了去面對『世
界』，暫時來說，我們的年輕人
相對來說世界觀仍然比較寬
廣。」電影雖然是藝術，但仍然
是一項集體化的工業程序，馮永
覺得香港人在這套工業流程中有
自己的優勢：「意識上來說，香
港的電影人在管理上還是比較規
範一些，這樣的『管理意識』在

對於合作上來
講，是比較
有利的。
很多人都
說香港的
製 片 人
比 較 有
效率，因
為我們暫
時 還 有
『國際化』

的意識，這一點
不能小覷。」

在內地發展了一段時間，香港
編劇列家宏工作過一些地方，他
覺得目前內地的影業正在蓬勃發
展：「內地的劇組水平參差不
齊，北京相對好一點。近南方這
一邊，比如深圳，他們技術上是
有進步的，但是大家面向的東西
不一樣，他們會很歡迎香港人一
起參與，也很喜歡香港製作技
巧，那種技巧的分別在哪呢？因
為深圳現在多了拍網絡大電影，
計算也是集中於網絡平台，但是
香港一直以來就是在電影裡面做
計算，做市場計算，怎樣做到最
好，商業考慮在哪等等，懂得計
算電影市場的香港製作人，是比
較吃香的，所以會很受他們歡
迎。」

坊間一直以來都
有一種聲音，認
為合拍片扼殺
了 創 作 自
由，香港導
演北上後為
了顧及內
地觀眾口味
和 拍 攝 機
制，犧牲了
港產片的本土
特色。位於深圳
的影視基地「成功
里」的創辦人凌建康不這樣
看：「茶餐廳20年前在中國開的
時候沒有人去嘗試，這幾年間我
去到四川都能看見很多，它的口
味和選擇是比香港更好、更多。
為什麼香港只有乾炒牛河、揚州
炒飯和凍檸茶？香港文化搬到內
地以後，也將小時候吃的碗仔
翅、咖喱魚蛋放進來，我找回從
前的味道。香港做不到是因為地
方小，但是回到內地，空間很
大，它能將上世紀60到80年代
一些失去的東西找回來。我覺得
空間很大，甚至能感受到從前的
味道。」

香港電影作曲家
協會會長韋啟良
很贊同這樣的
說法：「中
國內地是一
個文化很
興盛的地
方，有民
族 、 有 文
化，我們香
港是什麼？有
生活的地方。我

們在生活上一路美化
很多不同的東西，讓它們變成

一種香港文化、香港味道。其實
這種東西是香港融合的一種東
西，所以說茶餐廳可以盛行，因
為它真的有一種香港人的味道，
還有香港的精神在裡面，還有就
是香港有要求，而這種要求也可
以感染不同的人，不但內地，外
國人也被感染。」所謂的「香港
文化」，早在三四十年前已經一
路流傳出去很多地方，「不但是
東南亞甚至到歐美，其實我們的
香港文化當時已經滲出了，許多
地方的唐人街也是在那時候被香
港人開發出來的。」

事實上，在一個更
宏觀的層面上，香
港電影與內地觀
眾的口味，已
經逐漸解決了
一定程度的磨
合，成為了一
個更加具有廣
泛意義的「大中
華電影」。更進一
步說，香港電影的融
合發展，與堅守本土化發
展本身並沒有什麼高低上下之分，
也不是相煞相剋，而是並行不悖
的。
現時正在香港浸會大學學習導演

的劉曉虎同學，並不覺得北上之路

使香港電影被埋沒，反
而認為：「電影是一
個圈子，要先入行
得到機會創作，在
有限的空間創作才
是 更 大 的 挑
戰。」
香港浸會大學電

影學院的陳學人教
授說：「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的香港製作人，

思想沒有界限之分，拍出來
的電影，都是可以給『地球人』
看，所以香港的電影黃金時期，製
作出很多精彩的電影和故事。」他
鼓勵各位年輕人要思想開放，不要
困在狹窄的思維而影響了創作。

事實上，香港電影業
在這些年間，不斷湧
入北上的市場，在
看得見看不見的
地方，為中國電
影增光添彩，目
前內地史上票房
排第一《戰狼2》
（57億人民幣），
香港以女主角、武
指、剪接、攝影的不同
方式參與，功用確實不可小
覷。
凌建康說：「票房這個數字是一

個鼓舞，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願意
拍，是會有人看的。」他所在的影
業公司，在過去一段時間投資了香
港影人為主創作的三部作品，為北
上的從業者提供了工作機會。由香
港導演盧秋彭創作的《真的你、假
的我》作為網絡大電影，已經在日
前通過審批，即將在內地的網站上

映，對此，盧秋彭感到
十分慶幸：「香港的
電影比較熟悉一種
語言，而這種語
言就叫做國際語
言。就是說香港
拍的電影很多時
候 可 以 面 對 國
際，也有例子就是
成龍、周潤發、周星

馳可以去國際平台創
立。現在開了這五項，給多

了機會青年人進來內地，尤其是大
灣區的發展，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
是題材我一定是看着大灣區，因為
大灣區有很多中國發展的題材，以
前只有一種語言拍給內地人看，但
是現在香港人可以有一班年輕人上
來的時候，他們看着大灣區，我們
夢想將中國的畫面帶去國際，可以
將中國的一些發展理念還有環境是
可以給到國際的人看的。」

港人目前的優勢 導
演
的
話
：
「
講
好
故
事
」

並行不悖的兩地風格

拍電影是給「地球人」看

成功前例鼓舞未來

逐漸遼闊的內地市場

■■香港電影作曲香港電影作曲
家協會創會會長家協會創會會長
韋啟良韋啟良。。

■■導演盧秋彭導演盧秋彭

■■「「成功里成功里」」創創
辦人凌建康辦人凌建康。。

■■幾位北上香港影人對前景樂觀幾位北上香港影人對前景樂觀。。

■■前香港電影發前香港電影發
展局秘書長馮永展局秘書長馮永

■■劉曉虎同學並不劉曉虎同學並不
覺得北上之路使香覺得北上之路使香
港電影被埋沒港電影被埋沒。。

■■《《七月與安七月與安
生生》》在內地票在內地票
房 口 碑 雙 豐房 口 碑 雙 豐
收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逆流大叔逆流大叔》》是香港第一次拍攝的龍舟是香港第一次拍攝的龍舟
題材電影題材電影。。

乘 勢 出 擊乘 勢 出 擊

■■《《春嬌救志明春嬌救志明》》劇照劇照。。

——香港影視青年的未來香港影視青年的未來

■■北上香港影人在此交流
北上香港影人在此交流、、拍攝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