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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本地電影新勢力
張經緯 ╳ 譚惠貞 ╳ 
白海 ╳ 陳大利對談

Text by 張高翔   Photo by Crystal Lee

(由左至右 )張經緯、譚惠貞、白海和陳大利，趁各自推出第一部劇情長片前，聚起來暢談對電影創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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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黃不接」，是香港電影人近年最常提及的詞彙。

90 年代香港經濟進入低谷，影壇由輝煌轉向衰頹，許多資深導演和演藝人有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2003 年）簽訂，

於是北上發展尋資源、找出路。起初原意是好，業內曾短暫展現生氣，可是當大量本地人材流走、培訓制度和系統欠完善，加

上內地影圈、全球影業競爭愈見激烈，有利因素逐漸消失殆盡。2000 年後，社會矛盾加劇（如沙士疫潮、國民教育和傘運等衝

擊），科技和文化轉型，積弱已久的香港電影在投資、經營和創作上困難叢生，尤如一個人誤墮大海，不知何去何從，還有點窒

息。

絕望之中，有人仍信守「窮則變」的精神，業界人士、各大學院以至政府部門，拋出諸如「鮮浪潮」、「首部劇情片計劃」和各

式創作／製作課程等方案，竭力扶持幕前和幕後新血，試圖扭轉沒頂之勢。經年培育，圈內陸續湧現一些新名字，像去年《一

念無明》、《點五步》、《樹大招風》等新導演和新演員橫掃金像獎，就為暮氣沉沉的香港電影，注入久違的活力。

但這股「新新浪潮」是轉機，還是曇花一現？今屆「香港亞洲電影節」特設「本地新勢力論壇」（LOCAL POWER 

FORUM），邀請另一批從不同途徑獲取資助，並將推出第一部劇情長片的新導演，包括：過去拍攝紀錄片為主，現首次以《藍

天白雲》挑戰劇情長片的張經緯，《以青春的名義》的譚惠貞、閉幕片《白色女孩》的白海和《黃金花》的陳大利，探問眼前現

象的利與弊，思考不同崗位的人身處時間洪流，該如何自處、互相協作，方能真正游向新大陸。

張：張經緯 / 譚：譚惠貞 / 

陳：陳大利 / 白：白海

以獨立電影《十年》為界線，到《一念無明》、

《點五步》、《樹大招風》幾部劇情片，業界和

媒體有所謂「新新浪潮」討論，並期望更多新

力軍趕上「接棒」風潮。你們又怎樣看有關現

象？

陳：外界看新導演湧現，以為有什麼將要發

生，但業內人士知道這非突發現象。舉例，我

成為《黃金花》導演前，做了多年編劇，才等

到時機和資金，絕非一時三刻「彈起」。至於

為何講香港故事，純粹因為在這裡成長，沒有

刻意計劃，也沒想過「接棒」與否，只一心做

份內事。當然，影圈能凝聚新力量，不失為好

事。

海：5年前，我和團隊已在籌備《白色女孩》，

當時找女主角的過程不太順利。由於劇本設

定，需要一個怕陽光、膚色偏白的女生，但

當時香港開戲和新人都不多，難以找到一個

投資者認同，或 SO CALLED 有 COMMERCIAL 

VALUE的演員。剛好那陣子翁子光根據香港真

人真事寫的《踏血尋梅》找了內地女生春夏參

演，於是監製 KEN也建議我試下找內地演員，

然而我想用香港人講香港故事，於是拒絕了。

過了一段時間，偶爾認識了袁澧琳，才有合適

人選開拍《白》。坦白說，我很感動，在此之

前，根本不敢自稱導演，直到遇上她，才有動

力和能力起步。回正題，這也是許多同代人的

處境，近年市場改變、新人輩出，給予大家樂

觀和希望去探索可能。我認為電影不止是產

品，也是跟人相處的時間，值得珍惜。

譚：新討論、新名字，都是好事。觀眾已看膩

同一批導演的戲，業界亦憂慮斷層，是時候正

視問題。香港不是沒有人材，無論浸會大學、

城市大學，以至許多非學院出身的年輕人，都

在努力學創作、也渴望投身其中，當科技發

達，像南韓導演樸贊也試過 iPHONE (編按：

朴曾拍攝全球第一部以 iPHONE拍攝的電影，

前後花了 10個工作天和 80名工作人員包辦製

作。)，或許大家欠的只是一個發表機會。「鮮

浪潮」、「首部劇情片計劃」正好提供平台發掘

作品。過程中，我關心的反而不是外界期望、

環境如何，而會問：自己有多喜歡，又有多堅

決行動？

張：好難三言兩語解答，可以傾三四小時

(笑 )。簡單點說，當下現象，關乎社會技術和

政治改變。因大量香港電影人回內地拍戲，造

成本地市場空缺，間接造就機會給新人。為何

政府願意資助電影？期望得到什麼？當局者

迷，我難解答，也不會想何謂「接棒」，只管

專心做事。( 譚：我猜是香港觀眾需求問題？ )

這牽涉近年的社會情緒。譬如早幾年，馮小剛

的《天下無雙》拍得好，票房和口碑OK，但

假如放到今天，成效未必一樣，有劉德華都難

吸引觀眾。現在香港人對內地反感，變相令投

資者有顧慮，既然政府支持本地電影，於是他

們就變相肯投資拍回本地小製作。不過這部份

細節複雜，不應該由我解構，該由監製等分

析。只想補充，本地電影似有起色，但去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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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片實情得 50幾部，未如外界以為的美好。

陳：容許我悲觀一點看，業界仍然掙扎求存。

「熱潮」是傳媒和觀眾支持的效應，新影人冒

起亦只屬一輪輪的風潮，現實有多少人可以留

下來？生意角度出發，就知好多戲口碑好，但

票房不理想。另外，我不主張為「反大陸」而

「反大陸」，參與過內地的合拍片，看到技術或

思維超前的人很多，就明白意氣用事拒絕了

解，只會固步自封。想行業達到「持續性的接

棒」，必須放寬心懷、放下成見，回到藝術本

身去交流，像陳可辛和莊文強等資深導演就在

努力。唯有真的找到一條路，才可延續香港電

影的生命。

根據現時形勢、不同處境，你們各自遇上什麼

挑戰？

白：我本身也是監製，了解香港業內難搵食，

在希望背後，仍存在困難，譬如籌集資金是挑

戰。上次《香港三部曲》(2015年 )以網上眾

籌完成 (編按：本片為半紀錄半虛構式作品 /

DOCUFICTION，於眾籌網站 KICKSTARTER集

資，目標為 10萬美元，最終共籌得 12.4萬美

元。)，今次亦無政治資助，資金全來自馬來西

亞和日本。跑到老遠搵資源無疑辛苦，可是你

愛一件事，就不可以什麼都不做，必須堅持發

問、尋找。

張：本身喜歡拍紀錄片，更加簡單、CORE，

只是有些事它難以處理。例如之前 《墨綠嫣紅》

談公屋吸毒青年，就算幾位少女願意分享內心

世界，但牽涉如墮胎等情節，難以具體呈現，

所以我想轉用劇情片講故事。從紀錄片到劇情

片，並不是進階與否，純粹想找最適合的表達

工具吧。

你們可有特別關心的命題？如何反映於第一部

劇情片裡？

張：單憑一部電影，不足以展現一個電影人的

思想，必須完整 PROFILE才能分析，不只面對

工業，面對自己也如此。我剛拍紀錄片時，也

搞不清關心什麼，等到一條又一條片完成，才

摸索到創作是怎樣一回事。有人問過我：「為

何你對年輕人議題感興趣？」「為何要拍某些

人物」等，坦白說，我並無特定命題，每次只

是拍 BACK IN MY MIND感興趣的事。像《藍天

白雲》靈感來自 2000年紐約一宗少女弒父母

案，當時我很震驚有人做出這種事，到寫劇本

期間，剛好政府打算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又發生了初二晚旺角騷亂，突然覺得社會充斥

暴力，很想用電影去宣洩心情。BE HONEST，

我無刻意關心年輕人或女性，但客觀的看，我

好奇這類故事。做導演很自私，拍戲純粹為自

己做心理治療，未必一定在文以載道地關心世

界（笑）。

海：近來和CHRIS（杜可風）編修《白》拍攝過

程的書，才發現自己潛意識是關心「青年」或

「末日」題材。我生於 1983年，童年父母寵

愛、過得開心，但因上一代從內地偷渡來港，

經歷過文革和 64事件等時代創傷，從他們說

的老故事中，耳濡目染對「末日氣氛」產生好

奇。後來從外地讀完書回港，經歷 928雨傘運

動的催淚彈事件，以及旺角騷亂⋯⋯再次勾起

末日情緒。但我不特別愛控訴式的政治電影，

於是轉而在《白》設計一條香港最後的漁村，

以村民、蠔田、紅樹林消失中的意象，暗示近

年所見所感。

陳：我拍電影沒那般偉大，必須關心社會、控

訴民困，反而傾向留意身邊人與事。以前的短

片《爸》、《我的愛情日記》和《媽》環繞生活

出發，因為我覺得電影藝術的精彩在於雕刻時

光，將情感投入到光影世界，等到有一天，創

作人死了，還可以另一種形式，將生命和觀察

留下來。《黃金花》亦然，表面講社會現象，但

實情只是尋常家庭故事。加入自閉症兒子等情

節，是考慮商業作品假如太過聚焦個人想法，

視野會流於狹窄，於是講自身對人性美好的嚮

往，亦採取CASE  STUDY形式，觸及某些草根

階層的遭遇，並以傳統方式處理戲劇，盡量深

入淺出，讓多點人有興趣接觸故事。我不曉得

這是否叫「關心緊社會」，但《黃金花》會是一

個既代表陳大利，又不完全是陳大利的故事，

談的都是當下的日常觀察。

譚：導演拍戲，不一定要關心社會，也能專注

表達內心所想。於我而言，無論動作片、戰爭

片或愛情片，有人性關懷就足夠。像《以青春

的名義》談的不止是師生戀，想講的是兩個無

助的人如何互相扶持，也流露我對香港政治、

民生或教育等的感慨。

談起社會與個人的牽絆，你們怎樣看「本土」

的概念？這是助力還是無形枷鎖？

譚：「本土」不過是宣傳口號，什麼是香港有，

其他地方的人必然沒有？我有時也搞不明白。

白：我同意。不是想「串」這個詞彙，亦認同

人要捍衛城市的價值，但千萬不要極端到走向

民粹。電影是 UNIVERSAL的藝術，不要定死

「香港電影必須這樣那樣」，太危險。（譚：電影

是大同的）影像世界的確遼闊，回到人性基礎

去欣賞電影，得著會更多。

陳：「本土」是政治環境衍生的對抗性詞語。很

多創作人只是剛好生在香港，用香港錢拍戲，

沒有刻意想劃分地域。我就很懷念舊港產片時

代，人人以電影論電影，拍自己想拍的故事，

總之天馬行空，不會夾硬牽扯政治，那個世界

浪漫得多。

《以青春的名義》

《藍天白雲》

《黃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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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白雲》導演張經緯
1968年出生，於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畢業後，
前往美國修讀音樂及電影。2001年以畢業作品
《FAREWELL HONG KONG》入圍美國辛丹斯電影
節。2005年，以劇本《天水圍》獲香港亞洲電影
投資會大獎，並由許鞍華拍成《天水圍的夜與霧》。
2009年，以紀錄長片《音樂人生》於金馬獎勇奪
三項獎項，並獲頒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及香
港藝術發展局年度藝術家獎。其後又拍攝《墨綠嫣
紅》、《一國雙城》等紀錄片。《藍天白雲》為其首部
劇情長片。

《以青春的名義》導演譚惠貞
生於 1984年，畢業於城大創意媒體學院。2005年
起以自由作家身份寫作。2009年首次執導短片《私
戀失調》即成為香港聾人電影節開幕影片。2012年
以短片《野犬與貓咪》獲鮮浪潮最佳創意獎。同年
拍攝短片《14號》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畢業後
即投身編劇界，參與過《危城》、《掃毒》等的編劇
工作。2016年以《以青春的名義》勝出「首部劇情
電影計劃」大專組。

《白色女孩》導演白海
香港電影人，監製《香港三部曲》由杜可風執導 。
電影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舉行世界首映，而在釜
山、孟買、根本哈根、義大利都靈、布里斯本等電
影節公映。 《白色女孩》是她與杜可風聯合當編劇
和導演的處女作。 她從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
同時獲文學士 (B.A.)和文學碩士 (M.A.)學位，主修
比較文學、政治、及東亞研究。當年也被命名最優
等榮譽和院長嘉許，一個頒給頭十名畢業生的獎項。

《黃金花》導演陳大利
1981年出生於香港，浸大傳理學院電影電視系學
士畢業，再於中大文化研究系取得視覺文化碩士學
位。曾拍攝多部紀錄短片及實驗性短片，如短片
《媽》榮獲第十屆（2005）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
（IFVA）公開組金獎 。畢業後從事電影編劇，作品包
括《葉問》、《狂舞派》，亦曾參與電視編劇、電視短
片編導以及《葉問 2》、《大鬧天宮》剪接工作。

張：本土意識不止在香港抬頭，世界各地也有

發 生。 GLOBALIZATION、DONALD TRUMP 上

位、脫歐等事件，觸發「公平」爭議，當有人

對既得利益者不滿，就會在系統中反抗。譬

如大家不想看中國電影，是不滿政治環境，情

緒在頑抗。推波助瀾，電影宣傳也開始以「本

土」作招徠。這不是好壞與否，而是時代需

要。掛著「本土」的戲，各有各精彩，像《低

俗喜劇》雖是笑片但投注好多憤怒，《空手

道》不是講怎樣打低對手，而是談主角（香港

人）仍然被打緊，很多同代人情感。這些電影

符號，外地人聽不明，但在地者會懂，即使

大家平日低頭各做各的事，可是只要你專心

ENCODE情感，總有人能 DECODE，看得開心

和感動，是另類觀影趣味。

白：電影再個人化也能觸動人。別看《白》是

香港故事，之前倫敦放映也有觀眾看到喊；另

外，前陣子於平遙國際電影節傾放映和競賽，

也有評審問能否將港珠澳大橋的影像和對白刪

走。雖然合作不了了之，可是我很驚訝，沒想

到有人從意象中，看出了香港人對內地的憂

慮。原來坦然去做，總有人接收到訊息。

張：之前《少年滋味》報名上海國際電影節，

因一句對白：「香港不是特別好，但好過大

陸。」被指傷害民族感情無法入圍，但我沒有

拿這件事來做宣傳，因為幾位主辦者是有心文

化人，純粹受國家政策影響過不了審批。這情

況我會體諒，不會擺出本土旗幟為難別人，大

家都是無奈受制於政策，並非想對著幹。

白：終極化本土標籤，只會更難溝通。像某些

報章老愛標籤中國是鬼國，但當我旅居北京

後，發現當地不如想像中差，有好人也有壞

人，何必污名化？我們不過是活在同一體制

下。所以 19大期間有些地區不能播我的戲，會

接受也明白，沒有強烈要求兩地馬上接軌，各

有各難處嘛。我不想助人溝通的電影，反過來

成了破壞人與人關係的元凶。

譚：電影的存在，理應是還原一件事，提供多

一道橋樑，讓人與人互相接觸，去了解生命的

本質。

《白色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