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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逆權庄家》電影精美禮物

由MediAdvertising (HK) Ltd送出《逆權庄
家》5本電影精美memopad予香港《文匯報》
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填上個人電話）請剪
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3郵票兼註明
索取「《逆權庄家》電影精美
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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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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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uTV經營幾年，漸
漸發展出一種模式，就是
找一些合作開 / 或參加
過選美造星節目的藝人，
以嘉賓身份參與真人
Show節目。電視台既節

省成本，藝人亦有兩三周穩定曝光機會，
算是各取所需。播放中的《鬼同你上位》
（見圖），就是以靚女Crossover靈異鬼
神，無錯是話題性十足，但一路看，一路
我不禁問：「使唔使咁假咁虛偽呀？」
我話「假」，是指主持人和在節目中飾

演「幕後工作人員」的工作人員。
先旨聲明，我已經將《鬼》當成劇集看

待：主持人、師傅和工作人員的批評，全
都是劇情需要，不是發自真心。即使如
此，我仍覺得這真人Show的橋段太假。
首先，《鬼》呈現女參賽者的概念，是很
陳舊的思維：為上位做乜都得，好喜歡藉
暴露上位好Cheap好多是非……或者這是
電視台刻意營造「爭上位」的氣氛，但這
實在跟本劇情節不配——若說這是向「富
二代」和導演爭寵這或許有說服力，向遊
魂野鬼爭表現博上位？這點子其實相當牽
強。所以儘管主持人常常大義凜然地怪責
她們不夠認真，但我反而想，她們根本沒
有認真的理由呢！
其實靈異節目「講」就容易，「做」卻

很難。因為講鬼故只夠黑夠靜聲線夠陰
森，就足以令人疑心生暗鬼；但要在節目

中令觀眾親眼「看到」靈體則困難得多，
結果大多淪為主持人表現得好驚好不安好
多鬼，觀眾卻什麼也看不到的悶戲。同
樣，《鬼》亦是雷聲大雨點小，女藝人擾
攘一輪之後，也不知道她們在驚什麼。
不過最令我看不順眼的，是主持和工作

人員一開始就對這些女藝人擺出諸多不
滿：賣弄性感又鬧、驚呼尖叫又怪她們太
吵耳，又說參賽者欠缺尊重先人云云……
這種對想靠賣性感的女藝人潑污水，或者
是代表主流道德價值觀的「民意」。但老
實講，明明找她們來露肉兼撞鬼，本來就
是滿足公眾和電視台的期望，現在卻弄成
又要「睇女」，又要扮正人君子，這種表
現，未免太假了。尤其是要向來予人搞笑
賤嘴的火火和保錡，在節目中點評人家的
品行不端，又怪眾女探靈裝束太性感，真
的沒有說服力呢！
回想起來，我真心覺得上世紀九十年代

的葉子楣太幸福，才不過「露半球」就被
封為「波霸」、「性感女神」，至今仍屬
一代經典。反觀《鬼》的參加者露胸露腿
兼送癲鬼上身等等，即使如此賣力，作為
觀眾的你，又記得她們姓甚名誰呢？

文：視撈人

在疫情底下，冇得出
門，很多藝人自從今年初
開始，無論在國內外的演
出均被迫延期或取消，儘
管如此，很多演藝項目都
要尋求出路。早前就陸續

有韓流樂團及偶像紛紛舉行網上直播演唱
會或粉絲見面會，使得演出不致停頓。今
個禮拜就在網上看了一套韓國音樂舞台劇
《狂炎奏鳴曲》（Sonata of a Flame）的
直播。之前也有在韓國看過音樂舞台劇，
包括《死亡筆記》（Death Note）及《羅
密歐與茱麗葉》（Romeo & Juliet）等，
每次的感受也都不一樣。可是今次看完
《狂炎奏鳴曲》，感覺超正！演員劇本同
樣出色，劇中所表達的，當中創作的辛
酸，那悲哀、那痛苦、那音樂、那旋律縈
繞腦海中，久久未能散去。
《狂炎奏鳴曲》由獲得韓國文化院2016

表演藝術創意計劃「創作音樂劇優秀新作
獎」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是次組合有著
名舞台戲劇演員金柱昊和李㪨根，另加幾
位年輕K-pop偶像Super Junior的厲旭、

PENTAGON的隊長Hui、N.Flying的柳會
勝及Golden Child的洪周燦等參與演出。
今次厲旭及Hui分別飾演J。厲旭將J內
心世界的慾望、矛盾和恐懼，表現得淋漓
盡致，十分出色。Hui表達在殺死摯友獲
得靈感完成樂章後，憶起種種感情完全投
入至數度淚崩；而厲旭和飾演S的洪周燦
那種互相吸引的特質，和J基於自己的利
益企圖的矛盾表現也很精彩；至於洪周燦
在尾場的演出也毫不遜色，在痛失摯友J
並祈望友人在天上能得到J想獲得的音樂
境界並能繼續歡笑如前，那傷、痛……該
部分洪周燦唱至泣不成聲，感情爆發，差
點未能與厲旭接上。在謝幕的時候，獲得
金柱昊前輩豎起拇指讚賞。翻查資料，原
來洪周燦今年才21歲，以首次參與音樂劇
的表現，前途實無可限量。
今次在網上能夠「近距離」欣賞到他們
的精湛演技之外，各位演員的表現都各具
特色，顯示出他們的實力，不單是偶像這
麼簡單。怪不得音樂舞台劇在韓國的演出
經常滿座，期待欣賞下一齣音樂舞台劇的
演出！ 文：蕭瑟

若果要在電影上面
表達出種族歧視的問
題，有很多因素可以
創作故事，今次要介
紹的一套電影，便是

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商業革
命，那時仍然有很多種族的問題，
例如在黑人社會當中有很多有財富
有勢力的，但也不能發展自己的事
業，原因便是因為他們是黑人，所
以今次藉着一套電影訴說當年黑人
用自己的聰明改變白人社會中的權
貴，老實說到今時今日仍有種族歧
視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們面對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是
束手無策，就算不是膚色的問題，
也會因為個人財富的比較令到有歧
視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今次介紹的這
套電影名為《逆權庄家》（The
Banker，見圖），由兩位黑人明星擔
當主演，《叛諜追擊3：最後通牒》
編劇佐治洛菲（George Nolfi）執
導，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講述
兩位革命性商人伯納德加勒特（安
東尼麥奇 Anthony Mackie 飾）及祖
莫里斯（森姆積遜 Samuel L. Jack-
son 飾）策劃了一個大膽又高風險的
計劃去抗衡1960年代的種族壓迫政

策，幫助其他非裔美國人追逐美國
夢。兩人與加勒特的太太尤莉絲（妮
雅朗 Nia Long 飾）一起培訓藍領出
身的白人馬修史坦納（尼古拉斯侯
特 Nicholas Hoult 飾），好讓他扮作
金融才俊，代表他們在地產及銀行王
國與白人洽商。他們的成功引起了聯
邦政府的注意，足以動搖他們的基
業。以往的種族歧視就算你有錢但你
的身份是黑人也不能得到應有平等的
對待；訴說自由但其實不自由，公
平真的不容易在世界之上立足。
所以電影反映了當年的種族歧視

下商業社會的行為，在白人社會永
遠覺得黑人都是奴隸，你可以有錢
你可以在你自己個人膚色社區發
威，但你不能到白人的地域開拓你
的市場，所以電影中可以給予人反
省思考種族歧視的問題。 文︰路芙

由香港導演陳可辛
拍攝的新作《奪冠》
（原名：《中國女
排》，見上圖）本來
安排於今年春節檔公
映，後來因為疫情問
題，全國戲院禁止營
業而被迫臨時撤檔，
直至最近於國慶檔前
夕，才重新安排公映。其實這類型真人
真事的運動題材電影，也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畢竟因為真人真事的關係，觀
眾對戲中比賽情節的結果，早就瞭如指
掌，故此對結局不會感到緊張、期待，
但同時也是對導演手法的考驗，在觀眾
早知結局的情況下，如何處理才能讓觀
眾同樣看得賞心悅目？
《奪冠》從中國女排奪下歷史上第一

個世界冠軍之前開始講起，一直說到里
約奧運會決賽，中國女排時隔12年再奪
奧運冠軍。故事橫跨近40年，但電影最
終只選取了3場比賽，就呈現了中國女排
的3個階段。分別是1981年，中國女排
擊敗日本女排，第一次贏得世界冠軍；
2008年，中國女排對戰美國女排，經歷
由盛轉衰，為影片作為轉折位；2016
年，中國女排對戰巴西女排，令中國女
排再度崛起！
為了影片的真實感，陳可辛在全國面

試了上萬名排球運
動員，每一次奮力
扣殺、撲救都拚盡
全力、沒半分欺

場，亦讓觀眾情緒看得絲絲入扣。陳可
辛向來擅長用對白的力度，來把電影信
息深深刻在觀眾腦海裏，今次雖然篇幅
上只着墨於3場比賽之上，但當中對情感
的刻劃，將「女排精神」詮釋得非常有
血有肉：「女排精神不是贏得冠軍，而
是有時候知道不會贏，也竭盡全力。你
一路雖走得搖搖晃晃，但站起來抖抖身
上的塵土，依舊眼中堅定。人生不是一
定會贏，而是要努力去贏。」一字一
句，字字鏗鏘，我們需要的就是這份女
排精神！
鞏俐飾演郎平（見上圖），演技好得

沒話說。更難得是眾女排隊員，她們的
吶喊、歡呼、失落、哭泣時，觀眾感受
到的是如此可貴的真，就好像當年的場
景再一次上演。陳可辛成功將一段觀眾
早已認知的歷史，有血有肉地再次呈現
於觀眾眼前，擲地有聲的台詞再次喚起
觀眾對「女排精神」的記憶。 文︰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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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睇女又要做偽君子又要睇女又要做偽君子：：
《《鬼同妳上位鬼同妳上位》》

《《狂炎奏鳴曲狂炎奏鳴曲》》觀後有感觀後有感

好戲好戲
連場連場

《《奪冠奪冠》》我們都需要女排精神我們都需要女排精神

《逆權庄家》反映種族問題鮮為人知的事實

導演︰佐治洛菲
主演︰安東尼麥奇、森姆積遜、尼古拉斯侯特、

妮雅朗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影片講述威爾斯年輕記者加雷士鍾斯
（占士諾頓飾），因屬首位與希特

拉同乘飛機並完成採訪的記者而聲名大
噪。希望在新聞領域大展宏圖的他，被蘇聯「共產主
義烏托邦神話」的報道吸引，隻身前往調查，卻發現
了背後的真相——所有糧食被售往海外以換取蘇聯快
速工業化所需資金；人民被遺棄於大饑荒中，餓殍遍
野。人為造成的饑荒被當局列為敏感機密，鍾斯因此
身陷危險之中。他被驅逐出境後繼續發表報道，所述
之言卻被駐莫斯科西方記者一致否認，這種情況下，
鍾斯不得不為捍衛真相而戰。
加雷士鍾斯曾擔任英國前首相大衛勞萊喬治外交
事務顧問，在三度到訪蘇聯並突破重重防線進行深
度調查後，他首次以真名向西方世界報道了1932
年烏克蘭及蘇聯大饑荒，並陸續在多份知名報章披
露了蘇聯境內因集權損害人權的問題，遭到當時支
持蘇聯政權的《紐約時報》記者華特杜蘭迪等人駁
斥，稱鍾斯的報道「大話連篇，聳人聽聞」。在當
時駐蘇聯西方記者的集體失聲中，鍾斯所捍衛的新
聞理想飽受現實考驗與摧殘，他最終遭遇綁架殺
害，有猜測指這是有人報復他對真相的披露。
導演賀蘭的作品常與政治、信仰主題相關，她認

為片中的故事在現代世界仍在發生：「我們知道自
己正在敘述一個歷久不衰的故事，直到後來才意
識到這個關於假新聞、另類現實、媒體腐敗、政
府怯懦、人情冷漠的歷史事件，原來是多麼緊貼
現今社會。」

鍾斯啟發奧威爾創作《動物農莊》
影片中的第二位主角，是年輕作家喬治奧威爾。
因鍾斯與奧威爾分享了他在烏克蘭的所見所聞，啟
發後者創作了著名反極權寓言小說《動物農莊》。
賀蘭表示，她希望觀眾可以發現影片中歷史與奧威
爾小說中隱喻的關聯，同時深化對電影和小說的理
解。
鍾斯、奧威爾二人所代表的反抗與決心，與片

中其他記者所代表的犬儒機會主義和屈從於強權
的懦弱形成對比，而這樣「雞蛋與石頭」的碰
撞，現代社會中仍不鮮見，賀蘭表示：「現在我
們不乏極易腐化的體制和功利主義者，但缺少像鍾
斯、奧威爾這樣的人，這是我們將他們於大銀幕
『重生』的原因。」如無這部影片，相信多數人不
會了解鍾斯的名字與故事，但歷史早已真相大白，
時間會給那些以生命為代價揭穿謊言卻無力扭轉全
局的人一個證明。

《《新聞守護者新聞守護者》》捨命披露真相捨命披露真相

曾執導《歐洲，歐洲》、《獵

肉者鄙》的奧斯卡提名導演安格

尼茲卡賀蘭（Agnieszka Hol-

land），以一部旗幟鮮明的《新

聞守護者》（Mr. Jones）將獨

立調查記者加雷士鍾斯不為人知

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本片入圍柏

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將於本月

8日在港上映。 文：黃依江

導演導演賀蘭賀蘭

星光透視 印花

送《新聞守護者》換票證

由寰宇影片發行有限公司、新藝瑪影藝娛樂聯合送出《新
聞守護者》電影換票證2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
趣的讀者們（填上個人電話）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
同貼上$2郵票兼註明「《新聞守護者》電影換票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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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左起) N.Flying) N.Flying的柳會勝的柳會勝、、李李㪨根及根及SuperSuper
JuniorJunior的厲旭精彩的演出的厲旭精彩的演出。。

■■Golden ChildGolden Child的洪周燦的洪周燦（（右右））首首
次參演音樂劇次參演音樂劇，，獲得前輩讚獲得前輩讚賞賞。。

■■電影揭開烏克蘭當年的大饑荒電影揭開烏克蘭當年的大饑荒。。

■■威爾斯年輕記者加雷士威爾斯年輕記者加雷士
鍾斯由占士諾頓飾演鍾斯由占士諾頓飾演。。

■■雲妮莎卻比飾演英國記者艾達布祿士雲妮莎卻比飾演英國記者艾達布祿士。。

■■《《新聞守新聞守
護者護者》》由奧由奧
斯卡提名導斯卡提名導
演安格尼茲演安格尼茲
卡 賀 蘭 操卡 賀 蘭 操
刀刀。。

將記者鍾斯故事搬上銀幕將記者鍾斯故事搬上銀幕

■■彼得賽斯嘉飾演記者華特杜蘭迪彼得賽斯嘉飾演記者華特杜蘭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