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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一九八八年《夢裡共醉》唱片造型



「我希望大家記得的不是我這個人，

而是我做過的事」

──2001 年 7 月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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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至少都應該有三首人生主題歌，至少三首。如果說為人生主題

曲略為誇張了一點，但起碼也可以是逢到卡拉 OK必唱的飲歌吧。

到最終，你會唱哪首歌？哪一首最感動自己？這彷彿已關係到自我價

值觀與身份認同的層次。尤其是當人在外地，面對大江南北的歌者酒

友，各人都亮出自己的飲歌，由民族民謠到革命樣板，當輪到自己，

總得在深深埋藏心底的香港流行歌書目錄撿拾。不錯，那一刻唱一首

香港流行曲，一下子就變成了姿態，化作一種香港身份的強調。

但行走江湖的人不會開首就露底，必須先趕上時下潮流，絕不自認歌

迷老鬼的，常常就預先學曉跟進當時得令的新手新曲，先隨大隊點唱各

種青春新作，可酒過幾巡，在 K場中唱到最後的，就一定會是經典老

歌。而這時，你的輩份就露出來了。但能去到這最後階段，大家通常

就不理旁人了，表情豐富十足投入地唱著要唱的主題曲。甚至乎，朋

友都說我過度投入，像每句歌詞都要作自我表白，情深之處閉目歪咀，

像每首主題曲都說中人生故事感懷身世。起初，那其實是我本著做什

麼都認真的精神全情投入，而後來慢慢發現，所選的主題曲也真是憑歌

寄意，唱著唱著，就回到當初光景，經一首歌而重拾某個逝去時刻。

當中，我最常選唱也常被打動的一首，正是梅艷芳的《夕陽之歌》。

《夕陽之歌》可算是那份成長於八十年代的懷緬總結。它是關於一個

我們一代人認為最美好、自豪、滿是自信，但又不失悲涼的時代，正

Article 01

伴我們走過患難
――李照興

合了某一個階段的香港集體情懷。又因為此曲是電影《英雄本色 III夕

陽之歌》（1989）的主題曲，於是記憶的盒子中，除了歌詞歌聲音符

外，更會加上那些今天回想起來都覺得難以重遇的經典片段。

自由自主的時代

瀟灑的周潤發、還帶點羞怯的梁家輝、風華正茂的梅艷芳，三人結伴，

男的穿起紳士般的白衣服草帽，女的黑白相襯，同樣白色的正裝套裙，

法式的闊邊帽配黑底圓白點的小領巾，雍容優雅嬌媚，街角與日子輕

輕走過。這段畫面與歌曲的出現一直有所談論，基於它的調子看來跟

整部電影的前文後理不太搭軌。亂世的越南，忽就來一段浪漫輕鬆的

MTV過場，而且三人的裝扮跟外間的紛亂全不協調。可是，電影的神

采往往由意外的創念延展激發，徐克這個安排，卻不經意造就了現在

看來極為豁達的影音意境。我常常回看這一場戲，都感歎於它如何精

準捕捉了三位演員那種獨到的 manner。它是有關於演員的微笑、扭

動、走路、表情：不須問有沒有劇情關係，單單他們的 presence已極

為可觀。我們看到三人穿梭街角，梅艷芳的角色替周潤發選墨鏡（那

當然就是解釋了 Mark哥那招牌黑超的由來），周潤發是顯得倜儻一

如既往，梅艷芳卻是內外複雜別有隱衷。後來她又隨手戴上一副蝴蝶

型的墨鏡，相映成趣之餘，也用以遮掩她的心事重重。及後三人不約

而同把頭抬向上空，望著遠方藍天的飛機略過。不遲不早，我總是在

這一刻被這畫面深深的打動。當時不知道為何，日後在無數次的重看

重聽中，才整理出一點頭緒。

電影中，他們處身一個不能控制自己命運的時代，人浮於世雙城流放，

但自身最可以做的，即為穿起最華麗的衣服，依隨自己的步伐。在最

後的愉快旅途之中，三位白衣人攜著手，再共同轉到下一場景。這三

人並行的畫面可謂詮釋了香港巨星以至香港形象那無以及之的高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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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而像電影中的劇情一樣，過後即迎來瘋狂的另一時代。

梅艷芳以她自信的身體語言，可豪邁可溫婉又帶點蒼涼的歌聲，記取

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我可以成為我想成為的，我就是我形象以至生命

的主人。

人生經歷延伸而來的百變

沒有一個同時代的香港女歌手或女演員可有這份獨到的氣場，那種複

雜的故事性。這台上台下形象上的百分百匹配，當然由梅艷芳的性格

與童年說起，她那迫得要早熟的成長背景，多多少少讓她在女性特質

以外，又添了點江湖味、義氣、豪俠色彩。如果說「百變梅艷芳」這

稱號是一頂冠──那說著的確是一個事實，就是在香港的映畫歌壇歷

史中，梅艷芳的跨度之廣以及每種形象都能做到的形神俱備，確是自

粵語片高峰期後絕無僅有。她亦男亦女，氣概與嬌媚合一，試想想，

她最為人記取的幾個形象，都截然不同各走極端。《胭脂扣》（1988）

中如花痴情，《英雄本色 III》中豪邁犧牲，《東方三俠》（1993）的

仗義俠士，《審死官》（1992）、《鍾無艷》（2001）的生鬼調皮，

論演出形象之廣，香港電影上一個黃金時代的經典演員中，有這個造

詣的，該只出現在任劍輝那一代了。那是需要長時間修為、浸淫、磨

煉的台板人生成果，跟今天隨便選秀或拍寫真而出道的藝人不可同日

而語。Manner正是箇中精髓，走路的姿勢，笑容的掌握，說話的頓

挫，讓整個演出，無論是銀幕上還是舞台上，都穩健的作為重心，感

染力揮發，氣場自然而來，令觀眾看得踏實心安。現場舞台上的這種

manner，最能體現的其中一次演出，我認為是在最後的八場演唱會中，

當她穿著紅色旗袍撥著羽扇搖曳著身子在舞台走過，邊唱著《似是故

人來》之時，那份壓場感，那種婀娜，風情而優雅，可謂頓成絕響。

不能否認的是，重溫梅艷芳的演出歷史，同時可以是三十年來，我個

人或不少香港人的聽歌歷程。甚至推而廣之，每首歌都可以編出一個

有關自己和香港的故事。記得梅艷芳剛出道時唱的《赤的疑惑》，那

是她以冷艷形象出現的早期，鬈曲長髮的她成了某種成熟女性美的標

記，令當時中學生的自己首次感受到香港女歌星的舞台光芒。而後的

《壞女孩》第一次把她的事業送到高峰，伴隨的還有今天回想起來相

當可笑的道德爭議（聽《壞女孩》會教壞孩子）。隨即是一如原著中

《胭脂扣》所掀動的香港本土歷史懷舊風，然後風起雲湧一切到《英

雄本色 III》作分水嶺。

從娛樂圈到現實的五花八門，梅艷芳最令人動容的還包括台上台下的

正義感── 我們常常把現實與角色混淆，而她在電影中的豪情英氣，對

比現實卻絕不為過。在需要的場合，適當的時期，堅持自己，敢於表態。

逝去的情懷

回到《夕陽之歌》，在這歌首次出現於電影時，是配合她作為一種瀟

灑的女俠形象。而許多年之後，《夕陽之歌》再在我生活中響起，除

了大江南北的卡拉 OK之外，則是網絡視頻普及之後，隔一陣就可專

門挑選演唱會的這一段來重溫，那是她最後演唱會的最後一首歌。

當年電影片段中，太陽底下的墨鏡沒有了，換來一襲純白而長長的婚

紗，如白色花瓣的帽子讓半透明的白紗時而掩蓋著眼睛──在她唱完

轉身，再緩緩上階梯，有一個小小的彎身用右手拾起婚紗腳的動作，

她像勇往直前誠心致意的輕巧完成，昂首闊步地繼續走上她最後的階

梯。之後，高高的白門緩緩打開相迎，就在門中央，她才快速決絕地

回頭說聲「拜拜」，舉起手，以聲音、舞台、姿勢、最令人難忘的

manner告別觀眾──今天回想起來，就在她步上長長階梯的那一刻，

沒有人知道，她當時心中想著的，是否同時也是告別人生。



218 | 留下傳奇夢幻 | 219

此刻，歌詞與意境融合得不能再合襯：

第一次感動是一九八九年的歌曲與電影，再次情緒掀動是二○○三年

的香港。都是這個城市歷史的微妙時刻，而彼此伴隨走過患難。

後來每次再看到那慢動作的畫面，三個人在陽光下，那副墨鏡，又想

到後來演唱會那婚紗，那兩個如信物般的小裝扮都有刺痛的感覺。那

變成了一種提醒：原來在很久的一段日子以來，我們都彷彿忘記了她

已經不在，唯有這個墨鏡，這襲婚紗，如刺針一般提醒我們這一事實：

我們真的失去了她，永遠的失去。一種莫名悲慟在事隔多年才慢慢強

化，甚至每年到了關鍵的紀念日子，我們都無可避免的失措起來：深

怕一到這天，又會再一次失去她。

而我們知道，失去的，除了她的歌聲，還有那段過去日子。

斜陽無限 無奈只一息間燦爛

隨雲霞漸散 逝去的光彩不復還

遲遲年月 難耐這一生的變幻

如浮雲聚散 纏結這滄桑的倦顏

漫長路 驟覺光陰退減

歡欣總短暫未再返

哪個看透我夢想是平淡

曾遇上幾多風雨翻

編織我交錯夢幻

曾遇你真心的臂彎

伴我走過患難

奔波中心灰意淡

路上紛擾波折再一彎

一天想到歸去但已晚

啊 天生孤單的我心暗淡

路上風霜哭笑再一彎

一天想 想到歸去但已晚

 （陳少琪詞）

梅艷芳的演藝人生，百變，精彩。在歌唱界和影藝界各有成就，她年

紀小小已在荔園演唱維生，長大後繼續在台上尋覓理想，十八歲在第

一屆新秀歌唱比賽奪得冠軍，一夜成名，她的衣著形象一直走在時尚

尖端，令人一看難忘。她參與演出的電影超過四十部，其中以歌女（或

風塵女子）和俠女（或烈女）兩種角色形象最為深入民心，前者以《胭

脂扣》（1988）的如花和《半生緣》（1997）的顧曼璐兩個角色為代

表，後者以《英雄本色 III夕陽之歌》（1989）的周英杰和《東方三俠》、

《現代豪俠傳》（1993）的冬冬（東東）兩個角色為代表。

八十年代的細緻

細說從頭，每段美好的片段，腦海一再閃現。黃泰來執導的電影《緣

份》（1984）不單是大量實景拍攝地鐵的中產愛情電影，捉緊了都市

生活的時尚脈搏，而本片也可以說是梅艷芳第一次重要演出，雖然她

只是擔演女配角，但她為富家女子 Anita一角添上自然本色，率直坦

然、有情有義、果敢大方的性格表露無遺，而最後以一身黑衣加上黑

帽黑眼鏡現身，也實在充滿明星魅力。結果，梅艷芳憑本片獲得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演技備受肯定。她和張國榮合唱的同名電影

主題曲，也成為金曲。

梅艷芳影藝生涯的真正代表作是《胭脂扣》，她憑如花一角登上香港

Article 02

如花歌女．俠女豪情
――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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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金像獎和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寶座。《胭脂扣》一開始以三個鏡

頭（近鏡、特寫、近鏡，如花在右方角落），拍攝如花化妝和塗口紅，

身上黑色蝶紋的旗袍，正是她死時和重回人間時穿的衣服，三個鏡頭

表明，女為悅己者容，這是歌女如花的故事。

然後是煙花之地金陵酒家，鏡中的如花唱南音《客途秋恨》，她女扮

男裝，雌雄莫辨。如花和十二少在此相遇，二人一見鍾情的關係，多

情妓女的形象在此確立，梅艷芳不單以歌聲寄意，更以眼目傳情，鏡

頭徘徊流連二人身影，彷彿註定是難分難解的浮世情緣。

另一些值得細味的片段是，如花哭了。片中如花喜怒形於色，但總略

為低調，恰如其分。如花和袁永定走在石塘咀，可是物換星移，什麼

都變了，金陵酒樓沒有了，香港是一個消失的城市命運，有梅艷芳為

如花作感性的注釋。另外兩段，如花被十二少的母親冷嘲熱諷過後，

側身面對十二少，獨自偷偷飲泣，而五十多年後，如花在天橋下未能

與十二少隔世重逢，回袁永定家對窗流淚。風塵女子的淒涼命運，自

此開展，而且是一而再的失落。最後，如花和潦倒不堪的十二少在片

場相見，如花沒有哭，而且冷靜又堅強地了卻心事，退還信物胭脂扣，

離開人間世。電影以如花的微笑作結，梅艷芳的風采教人心折。

梅艷芳以相對於張國榮低調的作風、幽怨的眼神、細緻的動作，帶出

民國時期一個香港妓女的壓抑、尋覓和惆悵，教人訝異的是，梅艷芳

在舞台上和在電影《緣份》中的自我張揚，在《胭脂扣》中已是洗盡

浮華，一轉身卻是服服貼貼的民國女子，形象百變背後正是老練──

對世情的穿透觀察，令梅艷芳可以演什麼，都自然入戲。（唯一缺憾，

現在流通的《胭脂扣》都是經他人配音的版本。）

從歌女到烈女。《胭脂扣》的如花成為經典形象，《英雄本色 III夕陽

之歌》的周英杰卻是一百八十度轉變。

吳宇森執導的《英雄本色》系列，至第三集改由徐克執導，在內涵上，

吳宇森承接張徹以降的陽剛氣盛傳統，女性角色相對邊緣化，徐克卻

要略為顛覆，加入豪邁的女主角，而且由張叔平設計梅艷芳的造型，

梅艷芳也成功飾演一個巾幗不讓鬚眉的烈女。《英雄本色 III夕陽之歌》

在「六四」事件後推出，電影趕上時代的快車，加以昭然若揭的影射，

而更為突出的，興許是梅艷芳主唱的電影主題曲《夕陽之歌》。《夕

陽之歌》是當年的熱門金曲，其作用好比第一集裡面的《當年情》，

可以提綱挈領，渲染感情。

九十年代的跳脫

進入九十年代，方令正導演、李碧華編劇的《川島芳子》（1990），

讓梅艷芳有很大的發揮空間，特別是電影關乎女性角色和感情、民族

身份和角力，需要富於經驗的女演員呈現當中的複雜性，從天真爛漫

的格格到風塵世故的間諜再到面對死刑的漢奸，梅艷芳都可以將愛與

恨、情與欲的神緒一一捕捉。

區丁平的《何日君再來》（1991）中，梅艷芳重拾歌女形象，徘徊於

中日戰爭背景下的家國恩仇，最終歌女梅伊落戶日本，恰恰回應了當

時部份人在移民潮下的去國心理，最終梅伊的自白也相當動情，終於

梅艷芳憑梅伊一角，再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隨著香港的過渡期進入倒數階段，後現代文化跟當時的香港電影結

合，諧謔、混雜、互涉、無厘頭、時空壓縮等特色，屢試不爽，梅艷

芳主演的《九一神鵰俠侶》（1991）和《審死官》（1992）都是例子

（同樣將原文本大幅度改動），而梅艷芳的演出也相當跳脫，或莊或

諧，特別是《審死官》中宋世傑夫人一角，令人印象深刻，梅艷芳也

再獲金像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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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的梅艷芳也有不錯成績，繼《審死官》後再跟杜琪峯合作，

在《東方三俠》和《現代豪俠傳》兩部電影中打造俠女形象，同年的

《新仙鶴神針》也不例外。可是，自從一九九四年，梅艷芳拍攝電影

的數量漸次減少，而香港電影製作，也確實不及八十年代般風光。

梅艷芳的角色即使是要角，也開始轉為襯托，當中包括將成龍打入北

美市場的《紅番區》（1995），跟張國榮再度合作的《金枝玉葉 II》

（1996），梅艷芳的發揮空間都略為不如從前。

然而，梅艷芳的演藝生涯從來沒有原地踏步，自一九九七年到二○○

三年她的人生遽然告別，她的每一次電影演出都充滿神采，而且打破

了過去的形象限制，憑豐富的幕前經驗在文藝片中發揮個性。

在許鞍華的《半生緣》中，梅艷芳飾演的顧曼璐，是負責養家的舞女，

在第一次出鏡時，她跟妹妹顧曼楨一邊談天，一邊抽煙，世故的滄桑

感相當突出，涉世還未算太深的曼楨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她先後跟

祝鴻才和母親的對話中，就展現出年華難再的焦慮，而曼璐跟舊情人

張豫瑾重逢，張豫瑾一句「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我就覺得幼稚，也很

可笑。」曼璐獨自蒼涼，梅艷芳就把握得相當中肯，而更複雜而扭曲

的心理，莫過於曼璐跟丈夫祝鴻才不睦，又未能生兒育女，終於破壞

了妹妹曼楨的終身大事。兩姊妹的一生教人感到蒼涼，演出者也受到

相當肯定，梅艷芳再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洗盡鉛華的深沉

踏入新世紀，梅艷芳在二○○一年參演了多部電影，一方面她可以在

韋家輝和杜琪峯合導的《鍾無艷》中，反串飾演昏君，諧趣的演出令

人捧腹，另一方面她在張之亮執導的《慌心假期》中，卻展現出相當

複雜的女性心理。

梅艷芳最後一部參與演出的電影，是許鞍華的《男人四十》（2002）。

在片中她飾演中學老師林耀國的妻子陳文靖，是相當典型的香港中產

家庭主婦，過著二十年如一日的生活，跟丈夫的感情已相對平淡（對照

女學生胡彩藍為林耀國帶來的感情波瀾），而在過去，陳文靖跟盛老師

有一段師生戀，而且懷有孩子（即長子安然的生父），隨著盛老師人生

快要走到終結，安然長大成人，陳文靖也要坦誠面對自己的感受。

梅艷芳的演出，可以說是洗盡鉛華，以非常低調的方法，展現中年主

婦的內心波折，而電影的結尾尤其出色，林耀國、陳文靖和安然以蘇

東坡的《前赤壁賦》送別病床上的盛老師，古典的世界一方面似水流

年終將逝去，但另一方面也為臨終的人帶來最後的安慰。而在最後一

段，夫妻兩人終於坦白對話，家庭主婦的真感情和壓力一下子釋放，

梅艷芳的演出不單相當具說服力，這一段也是她整個電影演藝生涯的

最後一幕。

經過二十年的道路，梅艷芳確立了風塵女子和豪邁烈女這兩個重要的

銀幕形象，而她在人生較後的階段，再次尋求突破，兩度跟許鞍華合

作拍攝文藝電影，都有上佳的發揮，將女性心理把握得淋漓盡致，《男

人四十》的演出，可以說是相當卓越的夕陽之歌。斯人已去，我們面

對如花似霧的電影世界，都知道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

串串永遠纏，在我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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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香港，有個很特別的位置，一九九○年之前香港的中學歷史科

並不會觸及香港歷史，香港的歷史反而是在諸如電影、電視劇當中得

到呈現。

幾部經典作品，可以看出香港社會的轉變。一九六○年的《南北和》，

講了香港本地與上海出身的兩位西裝店老闆毗鄰而居，卻為西裝生意

你爭我奪的故事，故事最終，為了子女的愛情，兩位老闆化敵為友。

這齣喜劇是個香港縮影，戰後有著大量移民，如同電影片名所示，南

北如何合作相處是個社會議題。

經過時間的推移，一九七〇年代的香港已逐漸形成香港意識，南北的

差異已轉化為如何胼手胝足求生存的香港故事。一九七〇年代以草根

階層為背景的《獅子山下》就是這樣的代表，《獅子山下》甚至也成

為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香港故事之《胭脂扣》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香港電影新浪潮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導演們不

約而同透過影像反思自身成長的生命經歷。一九八一年，方育平的《父

子情》是個代表。電影緊鎖父子情感。父親跟那一代人一樣，有著重

男輕女的觀念，胼手胝足養家，其實最期待望子成龍。電影當中沒有

煽情之處，只有許多尋常人家的日常生活片段，但這些卻足以帶出戰

Article 03

與《胭脂扣》有關的事：

梅艷芳與香港身份   
――李政亮

電影《半生緣》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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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也出現從其他面向切入香港身份認同的電

影，例如一九八七年的《秋天的童話》。這部電影以紐約為背景，演

繹香港年輕人在海外的愛情故事，與此類似的，則是一九九一年的

《雙城故事》，年輕人的友情與愛情在香港與美國之間。如同阿巴斯

（Ackbar Abbas）所說的，在這些電影當中，可以看到一種「反幻覺」

的特徵，也就是看不見存在的東西，香港的故事只有在海外才會呈現。

討論香港身份認同是否還有其他形式？一九八五年，作家李碧華的小

說《胭脂扣》出版。李碧華是香港相當獨特的作家，她的作品是通俗

取向，而其內容經常涉及香港與中國歷史之間的溝連。最為特別的是，

她的作品經常被搬上銀幕，例如《胭脂扣》、《霸王別姬》、《潘金

蓮之前世今生》等。一九八八年，《胭脂扣》搬上銀幕，梅艷芳與張

國榮的合作，迄今仍為經典。

如果放在香港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這部帶著懷舊與頹廢美感的電

影，其實帶著一定程度的挑戰：無論是《南北和》或是《獅子山下》，

說的都是戰後香港的故事，而在《秋天的童話》與《雙城故事》那裡，

則是描述當下年輕人的故事。香港歷史的界線僅只於戰後嗎？

《胭脂扣》帶出兩段香港時空：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香港。三十年

代青樓女子如花與富貴之家公子十二少的戀情未被十二少家人接受，

兩人相約殉情並相約來世再見，代表他們殉情時辰的「3811」成為相

見的代碼。成為鬼魂的如花出現在八十年代的香港找尋十二少。在報

社工作的袁永定與擔任記者的女友凌楚絹經過一番掙扎，決定協助如

花找尋十二少。尋找的過程，恰是三十年代的如花引領袁永定與凌楚

絹兩位年輕人進入昔日香港歷史之旅，太平戲院、塘西乃至古董店裡

描述塘西風情的《骨子報》等。

議論《胭脂扣》

《胭脂扣》上映之後，在台灣與香港都分別獲得金馬獎與金像獎多個

獎項。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應當是香港新浪潮出現之後，文化評論

者不約而同就電影解析香港的身份認同，《胭脂扣》也不例外地成為

討論焦點，幾篇重要的評論文章包括周蕾的〈愛情信物〉（收錄於《寫

國家之外》，1995，牛津大學出版社）、藤井省三的〈小說為何與如

何讓人「記憶」香港〉、毛尖的〈香港時態〉以及危令敦的〈不記來

時路〉（三篇文章收錄於《文學香港與李碧華》，2000，麥田出版社）

等。

在周蕾的文章當中，她一針見血地指出《胭脂扣》正是從為人鄙視的

行業的社會細節建構一種民俗學，而這正是本土文化的佐證。在藤井

省三的文章當中，透過社會史的考古（例如香港一九〇四年的電車開

通，戰後人口變化、中產階級意識的形成等）為背景分析《胭脂扣》。

在他看來，《胭脂扣》成書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歸還

中國確定之後，面對不確定的九七大限，「小說《胭脂扣》讓八十年

代的讀者記憶三十年代的香港，藉此給香港意識創造出假想的五十年

歷史」（93頁）。

周蕾與藤井省三儘管切入點不同，不過，基本上都同意《胭脂扣》對

於香港身份想像的重要性。不過，對於《胭脂扣》當中的歷史懷舊，

毛尖與危令敦則直指歷史面向，兩人所指的層面有所不同，危令敦從

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二元對立當中，指出電影中欠缺的中介正是香

港意識逐漸形成、大眾媒體也開始發展的六十年代，欠缺對六十年代

的中介使得《胭脂扣》當中對香港身份的詮釋顯得空洞。與危令敦從

歷史面向切入相同，毛尖著重的是《胭脂扣》當中三十年代與八十年

代的二元對立，三十年代男女愛情叫人生死相許，八十年代則是平平

淡淡，小說與電影當中的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對照皆是如此，過去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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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美好，現實確實乏善可陳欠缺激情，「這個故事與其說是『給香港

意識創造出假想的五十年歷史』，倒不如說是把香港意識推入了歷史

和文化的際遇的危機裡」（頁 201），「如花的『身份』......是『未

完成』的，也是永遠無法完成的。而在某種意義上，『香港意識』也

是如此，而或許，香港的活力也正是包蘊在這種未完成的時態裡」（頁

208）。

這些對《胭脂扣》所提出的評論與觀點之間交鋒，其實都圍繞著想像

共同體而來的問題。在想像的共同體那裡，以印刷資本主義為中介，

大眾小說（就像李碧華的諸多作品）、報紙成為想像的基礎。但是，

歷史的空洞構不構成想像的內容？在筆者看來，歷史懷舊是一種主體

確認後的行為，一種遭逢精神危機下的症狀。

香港，在什麼樣的架構下浮現？

關於香港身份，筆者倒以為另外一個重點在於香港這樣的主體被放置

在什麼樣的架構下討論。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香港電影，堪稱香港

電影的黃金時期，不僅作品多，不少經典作品也在這段期間問世。這

段黃金時期當中，也建立很多組我者／他者的參照，在香港人與內地

人的參照，一九九〇年開始問世的《表姐妳好嘢》系列是一個代表，

其中，文明香港與野蠻內地形象的對照，成為這系列電影的爭議之處。

此外，黃飛鴻雖是廣東佛山人，與香港無涉，不過，在徐克之前，香

港已有一百部以黃飛鴻為題材的電影，黃飛鴻儼然是輾轉而來的香港

象徵，在《黃飛鴻二之男兒當自強》（1992）當中，黃飛鴻北上北京

力抗白蓮教並協助孫文脫離清廷追捕，這似乎也是一重香港參與到中

國近代史的政治寓言。

香港與三十年代上海的相互參照，幾部經典作品在此背景下出現，例

如《阮玲玉》（1992）、《紅玫瑰白玫瑰》（1994）、《半生緣》

（1997），香港電影的上海鏡像風潮，就連周星馳的《賭俠 2之上海

灘賭聖》（1991）也加入其中。此外，香港自身的故事也佳作不斷，

王家衛的經典作品《阿飛正傳》（1991）也在這個時間點問世。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後，香港故事傾瀉而出，其中，陳果是個重要

的代表。他的「九七三部曲」──《香港製造》（1997）、《去年煙

花特別多》（1998）、《細路祥》（1999）以及未完的「妓女三部曲」

──《榴槤飄飄》（2000）、《香港有個荷里活》（2002）等，在這

些電影當中，不僅觸及香港青少年的處境，更從香港底層與同為底層

的外來者之間帶出不同視角的香港。

一九九七年除了是香港回歸的一年，也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一年，

原本蓬勃的香港電影受到重大的打擊。二〇〇三年中國與香港政府簽

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貿易關係的安排》當中，對香港電影

較有影響的規定有二：香港與內地合作攝製的電影享有國產片待遇以

及香港電影不再列入進口電影。這些規定使得不少香港電影工作者北

上發展，非常有趣的是，一如《黃飛鴻二之男兒當自強》當中黃飛鴻

加入中國近代政治當中，《十月圍城》（2009）與《聽風者》（2012）

分別連結了香港與孫文革命以及中國建國之後的諜戰，然而，這樣的

連結卻也帶著主旋律味道。

與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蓬勃相較，本土電影聲勢微弱不少，近年的

佳作是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天水圍的夜與霧》

（2009）、《歲月神偷》（2010）、《月滿軒尼詩》（2010）與《桃

姐》（2011）。

香港故事除了自我言說之外，放在什麼樣的架構下討論更變得至為重

要，多重對照下講述香港自身的故事，讓筆者聯想到的，又是李碧華

原著、梅艷芳主演的作品《川島芳子》（1990），那又是一則香港的

政治寓言。



230 | 留下傳奇夢幻 | 231

川島芳子，滿清貴族肅親王之女愛新覺羅．顯玗，漢名金壁輝，

一九一二年民國建立、滿清覆滅之際，為謀滿清復興之大業，赴日

隨養父川島浪速接受軍事訓練，川島芳子，也正是她的日本名字。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建立前後，她已活躍在日軍的情報系統當中。戰爭

結束之後，川島芳子受到漢奸罪的死刑判決。

從原著到電影，川島芳子是不是漢奸並非重點。所謂的漢奸，是在一

個國族正史下忠／奸的判斷，原著與電影所表達的是一個年輕女性在

眾多國族符號（滿清、民國、滿洲國、日本）甚至性別當中的游移與

猶豫。

本文的主要脈絡是香港電影中的身份認同，其中，梅艷芳所主演的電

影恰好是八十年代中後期與九十年代的重要代表。香港人曾以「香港

的女兒」形容梅艷芳，這個稱號的來由除了她在影藝事業的影響力之

外，從事各種捐助慈善事業更是不落人後，其中，也包括一九八九年

「六四」事件學運人士的協助。

放在香港電影的脈絡來看，「香港的女兒」也清晰地展現在身份認同

上：她一九八五年奠定歌壇地位的《壞女孩》代表的是香港經濟成長

之後年輕人的次文化，那年她二十二歲。很難想像，兩、三年後，她

扮演電影銀幕裡三十年代殉死的如花；四、五年後她則離開香港，成

為三十年代周旋在各方政治勢力當中的川島芳子。她加入了香港的現

在與過去。

而那個未來呢？香港人正在複雜的環境中找答案。

二〇〇三年香港出了兩個「香港的女兒」，一個是在「沙士」疫情中

殉職的醫生謝婉雯，另一個是梅艷芳。事隔多年，謝婉雯鮮有被提起，

梅艷芳卻仍時刻被紀念。二〇一三年底是梅艷芳逝世十周年，紀念活

動從展覽、演唱會到慈善活動，此起彼落。為何在二〇〇三這一年，

香港人突然渴望「香港的女兒」？社會又何以重梅艷芳而輕謝婉雯？

那幾年有好幾位重要藝人離世，為何唯獨梅艷芳緊扣一種香港精神與

香港論述，而成為「香港的女兒」？

謝婉雯固然可敬，但梅艷芳畢竟是在香港家喻戶曉的巨星。在去世前

的幾個月裡，從她開記招宣佈病情，到最後的演唱會，及遠赴日本拍

廣告，最後在數十位藝人好友相伴下離世，這過程一一在鎂光燈下呈

現。如果梅艷芳的一生是一部電視劇，那個大結局是每刻抓住觀眾的

目光與情緒的。更重要的是，在廿一年演藝人生中，她參加新秀、上

電視、出唱片、拍電影、開演唱會、做善事，全是全城焦點。她陪伴

幾代香港人成長，與觀眾關係密切。

香港故事：流行文化的故事

梅艷芳與觀眾的密切關係背後，是流行文化與香港人的唇齒相依。曾

經，歌影視作品是香港文化輸出的最大強項，亦是香港本土認同的最

重要寄託。無論是社會學者馬傑偉或文化學者洛楓都曾指出，流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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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女兒的香港――

梅艷芳所代表的港式文化         
   ――李展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