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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們會飛》影評

《那一天我們會飛》是一套如何的電影？很多時候，電影放完，觀眾都水滾淥腳地“逃出”電影院。
《那》放完後，觀眾們都乖乖地繼續安坐位置，把整個after
credit都看完才離開，甚至有不少觀眾(當然包括小弟在內)連roller
credit也全部看完才不捨地離場，可見這部電影的吸引力。
 很多人都以本土、夢想、共鳴等方面欣賞《那》，以小弟則認為當中的人物描寫才是最精彩之處。
故事圍繞著余鳳芝，彭盛華和蘇博文三人，他們的人物個性都十分鮮明。余鳳芝就是當時的香港人(
或者可以說是現今的香港畢業生)，是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迷茫，雖然有一個理/
夢想，但看起來似乎是遙不可及，又沒有豁出去的決心和志氣；彭盛華是遊戲人間，不過對自己的前
途是十分明確，亦是一個十分會變通的人物，深明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道理。學生時代被老師強迫設計
的“玫瑰園計劃”變成把妹的最後關鍵，工作時三爬兩撥就把麻煩的客人耍得團圑轉之餘又另其稱心
如意，簡直就是香港人的典範。蘇博文志向遠大，目標明確又能力十足，但性格內斂又帶點自我，結
果在三人的關係中，成為了一個悲劇人物。芝和華的愛情，表面上是有所改變，芝認為自己當年一個
鬼迷心竅，被幽默浪漫的華騙了，放棄了一直深愛自己的文；華一個上海之旅，和娜搞上，對芝仿佛
失去了以往的戀愛感覺。然而，仔細一想，其實兩人對大家的情感都沒有任何改變。芝依然是愛鬼馬
搞笑的華，她對文的感情，偏向婉惜和憐憫，所謂的愛情也只是因華的出軌而錯誤投射；華對娜的情
感就更是簡單，就是因為娜有學生時代芝的感覺而令華一時誤愛，就如當年文喜歡娜一樣…

學生時代的三角戀，長大後都是一個三角戀(在知道文已經過世前可以說是四角戀)，貌似簡單，實際
複雜，而且不會像tvb式堆砌，而是平凡而自然地發生。甲對乙說：“我幫你媾女。”甲果真是乙的
好兄弟，真的幫乙媾女，但是真的把乙喜歡的“媾了，媾埋上床”。這段戲，不論是冷眼旁觀還是親
身上陣，相信大家從小到大都經歷不少，有異性無人性，有女無兄弟。芝和華都知道文對芝的情感不
單止是友情，但兩人都選擇了愛情而放棄友誼。如果說為了愛情而犠牲了對友誼的忠誠是遺憾，葬送
了愛情而守護友誼，這不也是另一種遺憾嗎？人生本來就是充滿遺憾，只怪“這個世界最壞罪名，叫
最易動情”。黃導演和陳編劇兩個大男人，偏偏編寫出一段動人的愛情，單是這段要不可歌但可泣的
愛情，已經值回票價。
 如果說劇本的出色為電影配上一個上佳的靈魂，那出色的鏡頭設計、精準的特技運用和琳瑯滿目而
細緻非常的道具就為電影添上眼睛。很多時候，一般觀眾都會問甚麼是美的鏡頭？答案很簡單，就是
美啊！我知道這是廢話，但真的不知道用甚麼字詞才答到這個問題。不過鏡頭的「美」，是需要很多
的時間（金錢）構思，而且「美」的同時，必須兼顧其說故事的主要的作用。<<那>>不是有鉅額製
作費的電影，然而卻造出極為優秀（雖然我不是太會看，但我個人認為可媲美九十年代初的荷里活劇
情片），故製作團隊一定是花上以倍數計的努力和準備工夫，去打造和完美每一個鏡頭。更令人驚喜
的，是飛機（還是羽毛，看電影後十多天才寫影評，害得我忘了）的特技運用。雖然這兩幕（好像是
結尾都有用，又忘了…），明顯是仿傚<<阿甘正傳>>的羽毛落下的場景，但兩幕都用得十分自然，
把觀眾帶入故事之中，使人更為投入故事，實是高明的一着。
不過一着還有一着高，電影內的最大驚喜之一（蘇麗珊、游學修、吳肇軒和其他年青演員已被其他讚
透了，我再說便口臭了），莫過於道具這一環。看過<<那>>的人，相信都會被電影中的道具所吸引
。不論是蘇博文的飛機樂園還是手工王的<<玫瑰園>>，都看出是美術指導奚仲文先生和其製作團隊
（如果有看Roller的話，那覆蓋了大半頁的道具師傅的名字都是幕後功臣）付出了極大的心機而製成
。想不到這份細緻的美，竟然可以在港產片看到，真是一件令感動的事。

達哥mode：好了！好了！你這樣做又有甚麼好處？的而且確，如果說到這部電影只應天上有，絕對
是過譽，所以必須說一下<<那>>的不足之處。首先，三位新人、其他年青演員甚至是楊千嬅都是有
上佳的表現。可是，林海峰的演技真的是需要再培訓。電影的初段時表現尚可，但一演到感情戲時，
幾乎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他那有所保留的顧慮，和千嬅一起哭的一段更可用為災難來形容，相信黃導



都意識到問題嚴重所以刪減了該段的場口。其他配角如趙學而，肥仔聰都演得不錯，但那個特別介紹
的月球(何故)，基本上是完全不會做戲，除了浮誇之外，是沒有半點戲味可言，黃導也許和我一樣討
厭他（本人曾是何故的學生，亦恥於曾是他的學生），所以故意以特別介紹指名他，讓其拙劣如馬戲
的演技在大銀幕上，被人深刻記住。另外校工，雖然都演得不錯，但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找喬寶寶來
演，弄得那個翻版海格味更加重；而且小弟相信九十年代時期，在一間學校應該很難找到一個巴勒斯
坦藉的校工，更遑論讓他在學校佔上極大的私人空間。雖然這是一個小小的瑕疵，但在一個寫實的故
事中這算是一個頗大的失誤。說了好的，也說了不好的，應該不會被質疑是一篇打手的影評。不過小
弟一定要為電影無償地宣傳一下，因為這部電影的確是誠意之作，而且可觀性和中心思想都是純港產
片中的高質之作！入場吧，不看雖然不致於抱憾終身，但至少你一定會少看了人生中一部值得看電影
。

 P.S.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論<<我的少女時代>>、<<那些年>>、<<色即是空>>，或者文
章應該叫作是我不懂溫柔還是你他媽的煽

雖然小弟未有經歷《鐵達尼號》的瘋狂，但我想《那些年》上映時大概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之勢吧！記
得當時很多男生說自己心底裡都有一個沈佳儀、女生當然也有個柯震東，每個人都基乎會說《那》很
有共鳴，令人看到自己的少年時代云云。可是，一看之下，感動是有的，但都只是一般愛情電影的情
節，就是男生為女生做了事情，女生不知就裡大罵男的，然後男女都為未能正式相戀而後悔等等(老
實說已經不太記得片中的內容，就是覺胡夏唱的主題曲頗好聽)。大家所說的共鳴感是跑到那裡去？
我絕對不相信有學校罰中學生到門外罰站，也不相信同學會私下決鬥証明自己等等，也許這些情節會
發生在臺灣，但香港根本不是這樣的一回事。當然觀眾所指的，是大家對沈佳儀和柯震東那種的情意
的投射，這點我承認《那》是拿揑得不錯，而且精準的選角也令人更容易投射情感，女生都是喜歡像
柯震東般的壞男生；男生喜歡的大都是那種長髪清純的女生，就是沈佳儀嗎！(先說明我是喜歡短髪
女，所以可能進一步削弱我對此電影的評價哈哈)。

 至於《少女時代》，也是打著以共嗚感作為衝擊觀眾的武器，而這一招亦是用得頗為成功。首先，
整個八九十年代的台灣已經是令人覺得十分討好的形象，而且用上很多配樂（忘情水我想大概所有9
0年化初的人都不會不認識）和他！對就是劉德華，根本不得不勾起人對過去的懷念，現在劉德華已
經變了一個演員…（如果哥哥未死的話，我想他會是更佳的代表人物）另外，《少女》結尾用上劉德
華完成林真心的願望，亦是一個令人回味的一段戲。劉德華真的出現了，並不是因為我喜愛劉德華而
認為這一段戲好，而是一個男生為了一個女生完成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不論這件事是要把天上的星
星摘下來還是要到天山採一朵雪蓮也好，原來當男生真的為女生完成了的話，即使是一個局外人也會
看得一個鼻頭一酸，這個橋段配合上劉德華的驚喜，實在是晝龍點晴的一著（如果是換上了一個三四
線的人物，恐怕會成為了一個笑點）。

 可惜的是，老掉牙的情節仍是《少女》的最大死症。那些英雄救美阿、受傷後有嚴重後遺症、徐太
宇要離開真心但又留一大堆屁話讓她更加難過等等，都是沒有新意又不現實的橋段，令人看起來有很
大的抽離感，不寫實的愛情，我看韓劇就好了，為什麼要進場看？最重點的是，選角真的十分有問題
。林真心還好，畢竟純純的女生會令人存有很多的瑕想；但歐陽非凡說老實話，是挺可愛的有點像麵
包超人，至於徐太宇的長相根本就是小肥大哥，帥？老實說小弟化妝後應該比他帥一點。（這樣亦令
人要反思一個問題，到底是不是當媒體渲染或描寫一些事的時候，不知不覺間會改變大眾的看法？例
如很多媒體都說王大陸很帥，是男神的時候，就連小肥都可以升上吳彥祖的地位尼？）再者，除了那
些女角外，這套電影的男角都不是演得十分出色，非凡想裝帥但不帥就是不帥；太宇想哭但哭不出來
又是令人有離場的衝動（演技好的演員通常都會有一個鏡頭顯示出感情的大變化，但他就是沒有或只
有浮誇的表現）。 

也許會有人認為小弟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自然不會喜歡這類型的愛情電影，但哥要告訴你們，不好
看就不好看，不會是因為電影的種類影響它的觀賞性。不以Woody
Allen的作品或鐵達尼號等神作例子，向大家推介一下一套韓國電影－《色即是空》。先不要說什麼
臭變態只看色情片，的而且確這是一套三級電影而且的確有裸做愛的情節，但當中的情節，寫實而動
人。故事大抵就是一個女生被一個高富帥玩弄後懷孕，結果只有一個她看不起的矮醜男在她困難時幫
助她渡過難關，女生感動和矮醜男大團圓結局（詳細在下的link）。故事的主要橋段普通，當中亦沒
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愛情。可是，人生不就是這樣嗎？人生中總會有被表面的好處蒙蔽而做錯選擇，正
所謂清純的女神總是被mk仔品嚐，純情絕世好男人都是吃二手貨。Sad but
true，這才是寫實的愛情，這才是令人動容的愛情。男生為了女生付出的，往往不是計較到底他為了
她付出多少，而是他為了她的付出，犧牲了多少。高富帥隨手給來的附屬卡，想花多少就花多少；矮
醜男的幾十廿萬韓元，血汗換來。可是，有多少人會在選擇有血有汗的付出而放棄冷冰冰的卡片？為



博紅顏一笑，高富帥用錢財堆砌的浪漫何其吸引，那還會有人注意到矮醜男在渼光燈後的辛酸？愛情
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東西，加入了花巧的情節，一味煽情催淚，只會令人看得煩厭；虛假的劇情，亦
令人從故事中抽離，難以投入。相反，《色》配合的搞笑情節，爆笑非常的同時亦會有令人會心微笑
的感覺。“對阿，我唸大學那時候的確這樣整人，這樣看女生。（當然我承認精液雞旦是太誇張，但
其荒謬啜核的程度令我原諒了他）”；“上大學不就是要去一下夜店瘋狂扭動身體嗎！“這才是有共
嗚的情節、那有一班臭飛會張鑼打鼓去把妹，然後妹還膽敢用單車撞mk？不怕被拖到後巷輪大米嗎
？ 

此外，《色》的選角也是十分精準，兩個女生都是臉旦漂亮非常、身材火辣（都脫了給我們看，不能
裝假）；同時間演技出眾，不是花瓶一個（個人認為第二女角更勝女一，可惜女一的樣子的確是比較
適合女主角的角色）。男的更不用說，矮醜毒都是形容他的最住詞語，然而演技之出色，哥形容為上
天是公平的，在外表上扣下的分數，都送到在他的演技的技能值之上，醫院的那個長鏡頭，令人看得
心頭一酸、眼淚亦不知不覺地掉下來（哥可是在老師介紹此片時，在課堂上看得哭了出來）。 《色
即是空》用大量爆笑場面，描寫了一段寫實的愛情，以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式演繹了一套愛情電影，與
周星馳的神作之一《西遊記》可以稱得上是並駕齊驅（作為星爺粉絲，不會認為有作品可超越他的神
作）。巧合地，兩套電影都是有兩集（《降魔篇》沒有了靈魂的演出，再出色的文章始終是文章，不
能取代星爺），而且都是青出於藍，第二集更勝第一回，難得至極！畢竟影迷遺憾，總好過作品被巿
場耗盡得體無完膚。

 P.S.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當<<路人甲>>碰上<<喜劇之王>>

作為周星馳的影迷，一直很想寫一下小弟對其其中一部神作<<喜劇之王>>的感想（太懶了，想寫了
大概已經五年…)，剛好爾冬升導演一套關於臨時演員的故事，<<我是路人甲>>也放映了（香港竟
然好像沒有上映，而且在剛完滿結束的<<金馬獎>>都沒有得到任何提名...）。看完之後，感概非常
，所以立馬決心寫下文章，希望吸引多些人看一下這個<<路人甲>>。

 <<路人甲>>是一套好有意思的電影，他不單是為了寫實而大膽起用了一批臨時演員上演主角，來
道出了橫店內的"橫漂"的生活，追夢的辛酸；更為令人佩服的是導演把多個人物的故事一口氣寫在同
一個故事之中，這正正是反映了現實，你在走你的崎嶇不平的路時，他/
她也是在踏上不同的征途。雖然這個的敘事手法的確令故事變得有點散亂；而且過場亦變得單一，幾
乎都是某角的事情完結，一個有帶"feel"的遠景或大環境，然後轉到另一個角色的事件。可是得一不
能想二，雖然小弟能說出了其缺點，但除了這個敘事手法，實在是想不出另一個更好的方法去道出故
事的重心和導演想帶出的意思。相比之下，<<喜劇之王>>只是一個簡單的跑龍套人物故事，不過其
出色的黑色幽默令其昇華致另一個境界，當然結局的不合邏輯是無法收尾的結果（我想大家都看了不
下數十次，所以其他都不細說了，就說嗎，人懶哈哈）。 

可是，以電影來說，《甲》的對白真的是太多了。雖然男主角強的性格比較彆扭，說起話來總是囉囉
嗦嗦，但是有些場口實在過份，例如第一次和女主角在公園聊天，在她離開後居然會自言自語，然後
被旁人嘲笑，這種港產式劇集笑話未免太過“幽默“。再者，有不少場口的演繹，很多時都會被對白
所充斥。例如妹妹錯信小明星，在家收拾離開時，和姐姐爭執，雙方居然只有發生口角，而且甚是輕
微的那種；演員們在店內熱鬧地談各自的前程，又是一大堆囉呢吧嗦…雖然爭吵的內容都是十分有意
思，對白也句句精警，但當整套電影都充斥時，用意明顯得有點露骨又失去電影感。始終所有主要角
色都是橫店的臨時演員所演，演技未能做到"眼神"就能”做戲”。<<喜劇之王>>的星爺和柏芝都是
好戲及有樣之人，難免更勝一籌：不論是星爺"被"安排從男主角改為做一個”律師”，還是柏芝被龍
哥毒打迫其服從不果，前者充份表現當中的深深不忿但都要無奈接受，後者亦是單從眼神也透露出對
龍哥的怨恨和死不服從的倔強。 

客觀地評述了電影的優劣之處，又到了感想時間。《路人甲》是一套徹頭徹尾的悲劇，所有的角色都
沒有得到好結果。勇於踏出夢想之途者，原來很容易就會走上歧途，結果距離自己的夢想愈來愈遠，
“發明星夢變成追明星“，又有“保持狀態變成甘於現狀“，堅持者是廖廖可數。可是，決心追夢的
，有連走過鏡頭都被嫌醜，更有被自己的夢想迫瘋，成為魯迅所指的”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夢醒了無路
可走
”的人辦...追夢去滿足人生最高的意義，但回頭一看，原來連最基本的需要都沒有得飽足時，人存世
上，根本無意義可言。<<喜劇之王>>的尹天仇得到賞識後，一度成為鎂光燈下的寵兒。可是，原來
他只是一條備胎，儘管你付出多少汗水，表現如何可人，正選回來了，備胎就要返回原來不見天日的
車尾箱。成功的人，總是認為世界上沒有懷才不遇，只會認為這是失敗者的藉口，小弟提議閣下放遠
眼光，看看世界其實真的很大，很大...（利申：小弟當然是他人眼中的失敗者）兩套電影都是以追夢
為主題，同時亦否定了追夢。<<喜>>的尹天仇雖然得到美人歸，然而表演的生涯，彷佛就此終結在
他的小鄉村中；<<甲>>的主要角色甚多，竟然是無一得到"善終"，到底是否追夢是一種病，還是世
界已經有病？ 其實，每一個人在世界上都只是一個又一個的臨時演員，沒有一套電影會為“茄裡啡
”而轉，世界那曾為你而轉動？《路人甲》和<<喜劇之王>>內都有很多金句，而我自己的金句就是
：我喜歡黑色幽默，因為人追求快樂，但世界悲劇何其多，所以人生根本就是一套又一套的黑色幽默
。



 P.S.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走上《踏血尋梅》之路

說好了的影評，過了差不多三個星期，才立下決心去寫這個影評，真的對不起讀者…（不過不知道有
多少人會看，畢竟沒有回應的作品是對作者的最大打擊，這亦是我寫影評的原因。）走出戲院時，感
覺必須多看一遍，因為《踏》精采非常，無論是演員、劇情抑制是角色塑造等各方面都是上佳之作，
惟一可彈之處大概就是127分鐘的導演版有丁點兒拖戲，不過這只是個人耐性不夠的原因，未必是這
個版本的問題。

 白只取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除了實至名歸外也想不出其他詞語去形容他的演技。說實話，這是我
第一次看這人做戲，開場時的演戲位不多，難免會有“不是十分出色”的感覺，畢竟事前抱有期望去
看這個演員。可是我錯了，而且錯得厲害！他演譯男生第一次被女生打手槍和做愛兩場，那份靦腆的
表現，跟角色設定匹配非常；鏡頭前的自白殺人碎屍過程和崩潰地對郭富城訴說屍體藏嬰的兩場戲，
是白只的個人表演，精采得媲美《蝙蝠俠之黑夜之神》的Joker，毫無保留地把角色心中的價值觀表
達得淋漓盡致，可觀的同時亦令人擔憂他能否在角色中抽離出來。春夏在電影中全裸演出，拚博非常
（不過自湯唯在《色戒》做了第一人之後，《微交少女》、《同班同學》等女演員的全裸演出都變得
好像不是一回事）；一個女生孤單的心路歷程，那股不忟不溫的演譯，未能為她贏出金馬新人獎實是
十分可惜。如果說失落新人獎的春夏是可惜，未能取得女配角的金燕玲更是一個遺憾。本人沒有看過
金燕玲太多的作品，對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口不純正的廣東話。萬萬想不到她的演技是如此的爐火
純青，拒絕承認自己女兒已經死去的一幕，由怒氣沖沖到絕望痛哭的那一鏡到底的感情轉變，不禁令
人大叫一聲“薑果然是愈老愈辣”！

 立體地呈現角色的特質，除了演員能力之外，翁導的描寫更是功不可沒。郭的偵探尋根究底之路，
源自八九年前的“Hello
Kitty藏頭案”。他是一個偵查能力極高的探員，但失婚的他，其實心底裡只是一個孤獨的小孩。來
自國內的春，從小到大都被濃濃的孤獨感所包圍，樂天的她本來是不會被打倒，可惜被男生拋棄後的
她，再也無法克服這個巨大的敵人；白是一個孤兒，習慣一個人的生活的他，骨子裡在失去父母的一
天，已經沒有再成長過，他討厭人，亦討厭自己。這樣的兩個人，居然能在偌大的網絡上碰上，自然
做成了這個結局。春得到解放，白亦得到贖罪的機會，為自己是人類作出贖罪。這種極為深刻的人物
描寫，令人完全地投入人物的感情之中，配合上出色的演技，故事帶來的那陣震撼，使觀眾在看畢電
影後久久未能釋懷。

翁子光以插敘的方式，讓觀眾深刻了解各個角色，手法特別而不突兀，是港產片少有的做法。一般觀
眾很容易會因跳場而迷失不解，但不緩不急的節奏和順理成章的過場使觀眾沒有抽離感，不過不得不
承認，某些場口的確存放了太多思考空檔，令觀眾會偶爾失去集中力。
 演員和劇本都是上佳作品的《踏血尋梅》，是一套悲傷的電影。翁導留了一個帶有一絲希望的結局
，是他一貫的做法，亦是一個理想的結局，畢竟人一旦失去希望，人再也不想是人。另外，以是次片
種和限制級數底下，在本地取得五百多萬的票房和不少影院的檔期，也算是一個希望吧，不過這個是
否金馬獎的效應而帶來的假希望，就不得而知了。

 分數：8/10

 P.S.
Yahoo影評對本片的評語，基本上全數都可以忽視，垃圾打手充斥！想觀看此片的人最少需要看上
一次，不過小弟都還未看第二次，所以歡迎美女約會哈哈。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當吾小生碰上<<陀地驅魔人>>

今天是殭屍先生林正英的忌辰，小弟身無長物，惟有送他一篇鬼片的影評作為禮物。不過，其實<<
陀地驅魔人>>雖然是充滿妖怪，但要說他是一套鬼片，又好像有點不對，因為畢竟自導自演的張家
輝亦指這部電影是愛情片多於鬼片。

 <<陀>>的驚嚇位之少，是連膽小如鼠的小弟都完全沒有被嚇倒。張大概也知道這個問題，所以刻
意在調色方面下了功夫。可是鬼片並不是一種顏色玩意，氣氛才是最重要的一環，西片<<凶兆>>、
東洋片<<貞子>>就是表表者。而<<陀>>卻是完全沒有任何驚嚇的效果，就連基本特效化妝特寫核
突嘔心類型的驚嚇都是從缺，抱有”被嚇”預期的觀眾難免失望。即使以愛情片來說，雖然郭采潔為
了張而借了下世的陽壽在今世使用，但總是沒有什麼浪漫的感覺，也許在空口說白話的情況下，缺少
了動人的愛情情節始終是遜色不少。

 另外，作為家輝哥的影迷，在本片未有看到他有任何驚喜的演出，亦是甚為失望。畢竟在他擺脫了
化骨龍的搞笑形象後，每部電影都是有極為精采的演出，例如《黑白道》單海生在黑白兩道的掙扎、
《大追捕》王遠揚遙望Janice
Man，那個又激動又深情的特寫、《激戰》程輝的完美身型出色打鬥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
。可是在《陀》中，除了張繼聰的搞笑形象，和張郭在高身草堆中擁抱感覺怪怪外，小弟居然都已經
想不起其他值得一提的情節…

 儘管那些鬼怕可樂鹽巴公雞嘈音、人枉死自殺需在陽間受苦至原來陽壽終結等創見是頗有創意，大
有《殭屍先生》人怕三長兩短香怕二長一短和《回魂夜》鬼怕巧克力保鮮膜牛等創作之風，但這些橋
段上的加乘未能為電影挽回太多分數，加上那個九龍城寨鬼域和以前一套港產片（忘了名字）的鬼域
有八分相似，都是到處亂七八糟然後蓋上一陣違和的奇怪綠色，那些剛加上去的分數便被全數遞減。

 分數：6分（有3分是因為家輝哥坐陣…）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最爽的煩惱，叫《夏洛特的煩惱》

《夏洛特的煩惱》，在國內大收十多億人民幣，不過國內群眾的口味特別，令小弟對此電影沒有什麼
期望。沒有期望，自然沒有失望，不過便有了極大的驚喜，亦令我抱怨香港的院線，為什麼會不上映
這套十分好看的電影呢？
 
為什麼會說《夏》是最爽的煩惱？大家成人已久，總是會有不少遺憾一生的事，很想去改變，很想去
重做一次。可是，現實沒有時光機，更沒有“回到過去號”，自然無法讓發生過的事重來一次。一場
醉酒，時間就回到了中學時代。這是一件多爽的事，如果讓我回到中學時代，我一定不會欺負某某同
學，又不會再怕某某狐假虎威的壞旦同學，更不會沒有勇氣向某位同學表白，錯過了一段美好的姻緣
…所以，電影便發揮了他的功效，為大家來一個回到過去，盡情地為各種的遺憾劃上一個句號。
 
如果認為回到過去不夠爽的話，便要做一些連回到過去都不夠膽做的事吧！學生時代，除了一定會有
好像沈佳宜般的女神和王大陸般的男神之外，亦一定會有好像荷蘭叻一般，一天到晚認屎認屁、又喜
歡標籤別人去抬高自己的垃圾老師。對付這些混旦的最佳辦法，除了狠狠地打他一頓，就是狠狠地和
同學們一起狠狠地打他一頓。既然大家對這個想法那麼渴求，《夏》就一次過給我們痛快地爽了一場
，把這個混帳打成豬頭！至於什麼事，會比爽了一場更爽？就是連爽兩場，而且是連續的爽，那就是
最美好的事。所以，連平日對話機會都沒有的女神，就讓你親了一口又口，如果不是尺度和時間的問
題，真的是想和她嘿休一番！（對唔住，女神係唔會柯屎同搞野，我係過火左少少…）
 
爽了一場後，當然要開始經營回到過去的生活。如果記得每一期六合彩和樂透的號碼，每期的彩票都
會成為了自己的投胎卷，改寫自己的人生。不過誰會知道自己可以回到過去，然後故意記住這些號碼
？所以，以往是一個潦倒的歌手，只能在酒吧為客人唱歌，去賺取那一百幾十。現在便把周杰倫等人
的天才和痛快人生，套在自己的身上。一首又一首周董的作品，在他成名之前，變成了主角的成名之
作。玩音樂的人，那一個沒有想過，如果我是某某歌手，某某樂隊，那就好了。主角，就利用了這個
機會，易如反掌地取去了別人的人生。這種爽，不道德但難以抗拒。沒有人會知道自己的作惡，又是
一種業嗎？
 
正所謂，男生的煩惱，就是事業、女人和朋友。女人往往在自己成功之後，自自然然向自己靠攏。朋
友群則大抵可分成幾類人，一種是好像《小丸子》入面的花輪同學一樣，又聰明又有財有勢；一種便
是蠟筆小新般，總是惹人發笑的傻子。有誰不想自己是花輪同學，而不是小新般的小醜角色？既然回
到過去了，小新自然要化成花輪，至於原來的花輪同學，只好退位讓賢，當上了小新。如果認為這種
爽是不夠的話，就讓那個成了小醜的花輪，變成自己的棋子。贏得了眾人的掌聲之餘，亦帶來了不能
以筆墨形容的滿足感。
 
《鋼之鍊金術師》指，等價交換，從來都是永恆的法則。既然爽了這麼久，是時候要還了。一直追求
女神，錯過了身邊的真愛；拱手相讓出來的真愛，被過去死黨所奪，更因此而反目成仇；腰纏萬貫而
戴上綠帽，母親亦離己而去，甚至患上愛滋絕症…到了後悔的時候，這場南柯一夢就醒了，絕症沒了
，死黨依然是死黨，真愛亦回來了！這種的失而復得，夫復何求？誰不想爽到死了，再可以重新爽一
次尼？
 
《夏》既有無盡的爽快和好笑的情節，又有令入反思的劇情。橋段雖然是老套的回到過去，但正所謂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亦讓人原諒了用一場醉酒後的南柯一夢，作為回到過去的藉口。適宜的硬
滑稽，也為了不少為解釋而解釋的劇情作出解圍，實是國內難得一見的好電影。
 
分數：8分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吾系口行行，所以乜都講！
Facebooking Fanspage: https://www.facebook.com/talkto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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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劫>>！何必呢？

在進電影院之前，已經聽到很多關於這套電影不好看的評語，但沒有看過就直接因為劣評而不看這部
trailer做得不錯的大片，似乎對它有點不公平。什麽？你不相信，我認了，我是為Chloë Grace
Moretz而來的…而我也沒有失望，極多她的戲份，而電影亦一如影評般爛。

 如果以不知所謂形容，是對其不公平，因為它的主要橋段十分簡單，外星人要奪取地球，所以要清
洗多餘的人類。為此外星人不能以大型武器作出大規模侵略，而改用遞進的四波攻擊，從破壞基建、
天災、疾病和人性作出攻擊，以對環境破壞最少作為大前提地去攻佔地球。這種新穎的侵略戰，具創
意又合乎邏輯，是電影第二個值得一讚的地方。(第一當然是選角haha)
畢竟所有外星人侵略地球的電影，都離不開一連串的大型戰爭畫面，能反其道而行是一種大膽的革新
。不過當然這是其中一個致命的原因，始終與觀眾的期望距離太大，不少影評對其最猛烈的批評，都
離不開"屌那媽！我要看的外星人尼？我要看的人類反擊戰尼？"不知是成本限制還是甚麼其他的原因
，居然連一個戰機炮彈向太空飛船反擊的畫面都缺乏，最少讓我看一個像<<火星人玩轉地球>>般，
以一個汽球o賴叭去吸收人類的核彈，去顯示人類對外星人的束手無策，可惜，沒有，從來都沒有…
再者，完全沒有一個本體外星人去作為大壞蛋，反之以一個人類皮囊作為代表，這絕對是成功挑戰觀
眾底線的做法。

 創新的主橋，成功地吸引了觀眾入場，不少人受Trailer所吸引；可惜虎頭蛇尾，不，應該說是虎頭
之外，處處都是"蛇影"，因為它的漏洞之多，是遍佈整套電影。不論是野外的大型營火會還是情侶的
小型營火會，都是猶如箭靶上的靶心，為什麼外星人會放過人類？用高空的方式去徵查人類，但主角
隨便地往樹一躲就可以避開，是巡邏機發生故障嗎？你的視角出現了問題嗎？用戰機去巡邏，為什麼
還要用一個附身的人類去做守衛，是太閒嗎？在外星人基地內，為什麼Chloe可以到處跑來跑去，"
外星人"像看不到她一樣，甚至容許她身穿軍服，在一片藍色人海中找到弟弟，再暢通無阻地安然離
開，是外星人智障還是當觀眾是智障？隨手一捏，破綻之多，可以說得上是荷里活大片中少見之作。

 除了犯駁處處之外，加入了大量的愛情水份到外星科幻片之中，絕對是另一大死症之一。缺少了觀
眾期望的大型戰爭場面，其實仍然有很多值得更值得刻劃之事去發展故事。例如<<強戰世界>>中的
親情和人性描述，至今小弟仍是十分深刻（從來不認為這套是爛片，可能是口味獨特吧）。小弟不是
認為愛情成份不值得描述，而是在這個人類存亡的時代，為什麼還有閒情逸緻去認識、瞹昧甚至性衝
動呢！？當中所佔的篇幅，比起<<吸血新世紀>>這種爛透愛情片不算多，但在科幻片中出現，是突
兀和起了很大的違和感，之前所培養的外星人恐懼，一掃而空，整個影片的節奏被破壞得體無全膚。
最重要的一點是（含劇透！！），艾雲真的炸死了，Chloe成了一個bitch，馬上轉投他人懷抱，這
個是比<< Twilight >>更爛的情節啊！！

 其實，<<第五天劫>>並非一無是處，外星人製的海嘯和大形隔離營的場面等，都是達到荷里活級
數；而且分階段的進攻去滅絕人類而非摧毀地球的造法，創新而且能夠自圓其說，更可以讓人類反思
對其他物種的殘害的行為。可惜，及後的劇情荒謬和自大咀巴，愛情線的加插更是直接為電影判下死
刑，實是一部可惜之作。

 分數：4.5/10 (本來由她當主角的戲我是會偏心地給一個合格的分數，但她的床戲令我傷透了！！)

歡迎轉載，請註明是出自本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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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Oscar男主角 - 《復仇勇者》Leonardo DiCaprio

無比堅毅的<<復仇勇者>>、屢敗屢戰的Leonardo
DiCaprio，如果今界依然無法在今界Oscar奪魁，會是最大的冤案之一！

演員可貴之處，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為了最佳的演出而付出所有，甚至是挫骨揚灰亦在所不惜。
在《復》中，嚴寒的天氣絲毫沒有影響Leonardo的演出，所有的表情動作，都是絲絲入扣。導演和
剪接師為了保留他的所有出色的表現，連被霧氣所遮擋的鏡頭，也沒有刪掉，便可以知道他的表演，
已經達到爐火純青，連呼一口氣也是在演繹角色的心情！加上一些加乘的表現，例如不顧形象地絶望
怒吼、躺在兒身時的傷痛之情等，最佳男主角，捨他其誰？(當然上界影帝等都是有超卓的表現，但
是次的里奧仔，實有超水準表現，絶對值得獲得這個鼓勵。)

無可否認，Leonardo是《復》的最大功臣，畢竟就像《劫後餘生》等電影一樣，演員只要是稍有參
差，整套戲便會毀了(這就是Tvb為什麽會劣質如此，因為根本沒有素質演員，用人唯親的垃圾電視
台)。不過，整個製作團隊的功勞，當然不可抹殺。<<復>>內的第一場大型戰鬥場面，用上了幾個
長鏡頭來組成，電影感之強，是達到荷裡活的頂尖之位，而且場面之壯觀，是叫人目不暇給；既然運
用上不少長鏡頭，攝影團隊自然亦是最為勞苦功高的一群，配合上精密的場面調度，拍攝出令人無法
喘過氣來的畫面；美術設計的高超，無論在置景、道具、抑或是服裝，都是重建了該時代的風貌！除
了現場製作的精細和完美之外，後製也是功不可沒的一群！雖然此片打著99%場景都是實地製作，
甚至連燈光也只火光一場才運用上必要的燈光。不過里奧博熊，總不能真的找一隻熊來，所以特技就
發揮它最大的功能，而且可以稱得上是完美的示範，激烈非常，血腥得令我連眼也都基乎不敢睜開！

雖然《復》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當中所表達，是一股非人般的堅毅意志。即使被熊打得遍體鱗傷，
腳斷成兩截，連喉嚨都破了一個大洞，但眼光都沒有露出一絲求死的意思；面對兒子的死亡，傷痛只
是令他昏了一昏。醒過來後，復仇的意志令他重新振作。腿斷了走不動嗎？那就用爬！沒東西吃嗎？
屍體的骨頭也要吃進肚子裡！喝水會吐血？那就用火藥燒毀傷口去止血吧！敵人追來嗎？那就跳河吧
！先不說他只是電影橋段，但所帶來的信息，就是片頭所指”只要仍然可以呼吸，就要繼續拚命求存
”。這個信息，有血，亦都有淚，但發人深省，值得輕易被挫敗而擊倒的城市人學習。另外，在迫死
仇人後，打破了第四度牆，也是值得反思的一幕，復仇之後，得到的到底是甚麼呢？可惜電影內沒有
掃地僧，不過我相信那個無奈和帶點不惑的眼神，不多不少已經是一個答案。

《復》在冰天雪地下全實景拍攝，當中的困難之高、挑戰之大，不管對演員還是製作團隊都是頂級的
難度。可是，壯觀的場面、精妙的演技，也偏偏在此絶境般地方誕生，為觀眾製造了這套上佳之作！
在此向《復仇勇者》致敬！

分數：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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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1
本屆Oscar N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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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2
用火藥去止血，又痛又好笑，因為和國產淩淩柒的情節太相似ha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