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週電影推薦

★ 一百個星期，99個電影 ★

AM1300 主持人



每週電影推薦 （一）
10/10/2014

本週推薦影片：

Duel （中文譯名《飛車殺機》或《飛輪喋血》或《決鬥》）1971
導演：Steven Spielberg 斯皮爾伯格

推薦原因：這是Spielberg的早期作品。1971年為ABC電視臺拍的電視電影。後來加長了
約20多分鐘，在電影院放映。

如果你認爲這是斯皮爾伯格早期的電影，沒什麽看頭，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你認爲這是個小小的“電視電影”，沒什麽看頭，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你認爲這是個40多年前的電影，技術和想法都落後，那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你看到這個推薦，沒有去找這部電影看，那就大錯特錯了！

爲了不至於一錯再錯，請欣賞這部精彩的影片。祝周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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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
10/17/2014

本週推薦影片：

印度電影 The Lunchbox （中文譯名《午餐盒》或《美味情書》）2013

推薦原因：多年前讀印度裔作家Rushdie 的《撒旦的詩篇》，第一次接觸到Dabbawalla 
這個字。這是一個印度特有的職業，就是“送餐”，給打工族送午餐。但是2013年的這
部印度電影Lunchbox 讓我第一次看到了這個職業的精彩視覺呈現。

故事從孟買一次送餐錯誤展開，收尾在快樂指數最高的國家不丹。印度電影不唱歌不跳
舞的很少，這就是其中之一。這是年輕導演Ritesh Batra 的第一部電影。他是孟買人，
在紐約接受的電影教育。第一部電影已經看出才華。前途無量！

Lunchbox 融浪漫與現實，突顯傳統和現代的衝突，冷靜旁觀家庭關係，男女關係，職
場人際關係，朋友關係，最終讓觀衆思考通往快樂的途徑。很多男性觀衆看完後，都
愛上了扮演女主角的演員Nimrat Kaur；男主角Irrfan Khan 在李安的電影《少年派漂流
記》中飾演成年的派。

印度有很多好看的電影，以後會慢慢給大家推薦。祝周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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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
10/24/2014

本週推薦影片：
韓國作家兼導演，同時擔任文化觀光部長官李滄東（Chang-dong Lee）的三部電影：

   《密陽》（2007）Secret Sunshine

   《詩》（2010）Poetry

   《綠洲》（2002）Oasis

我喜歡李滄東的電影，非常喜歡。因爲是作家出身，所以他的電影處處滲透著文學的思
考和對簡單思維的排斥。三部電影都有生活中悲慘的面貌，但在悲劇中也蘊藏著一塊秘
密的陽光，一個並不獨孤的綠洲和詩一般美妙的内心。

韓國有比例很高的基督教信徒，李滄東對信仰採取了單刀直入的方法，逼迫信徒和非信
徒面對無法接受的事實，尋找生活中視而不見的綠洲、詩歌和密陽（密陽是韓國的一個
地名，在電影中一語雙關）。

《綠洲》女主角扮演者文素利在第59屆威尼斯電影節獲得最佳新人演員獎，李滄東勇奪
最佳導演獎。《密陽》讓主演全度妍獲得2007坎城/戛納的影后稱號。《詩》獲得第63
屆坎城/戛納最佳編劇獎。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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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
10/31/2014

我在本網站推薦電影的原則是：不推薦大片，不推薦名片，不推薦經典電影，不推薦藝
術電影···總之，盡量推薦一些大衆也許沒看過，甚至沒聽説過的，但又可以保證好
看的電影。

但這次打算破例一次（以後也許還會，但一定有很好的原因）。因爲今天是“萬聖節”
，妖魔鬼怪滿天滿地，很多人可能想趁機看恐怖電影。我想，世界各國好看的鬼怪電影
很多，但沒人敢否認

Stanley Kubrick 導演的The Shining （中文譯名《閃靈》或《鬼店》）

是不朽的電影佳作。我本人看過大約6次，每次都有新收穫。估計很多聽衆以前都看過這
部電影，但再看一次，絕對值得，因爲它不是為了單純嚇唬觀衆。多看幾次，必解其中
味。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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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
11/07/2014

本星期是柏林墻被推倒25周年紀念。於是想到兩個比較近期的德國電影，都和東西德有
關。

一個是《再見，列寧》(Goodbye, Lenin!) 2003

從一個家庭的悲喜劇，看柏林墻倒塌後的生活。1990年，一個年輕男子爲了讓身體孱弱
的母親病情不至於惡化，必須想方設法把東西德統一的這一驚天動地的大事隱瞞起來，
製造假象，讓足不出戶的母親繼續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東德社會中。

一個是《竊聽風暴》（或《他人的生活》） (The Lives of Others) 2006

這是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得獎影片。講的是1984年，在德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東柏
林，一個專門負責竊聽作家生活的秘密警察的故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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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
11/14/2014

意大利導演朱賽貝·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 因一部《天堂電影院》（又譯《新天
堂樂園》Cinema Paradiso 1988）而聲名大噪。他的電影講究意境，發掘浪漫，強調樂
感，注重人物。

今天推薦他2013年的電影 :

The Best Offer （大陸翻譯：《最佳出價》；臺灣譯為《寂寞拍賣師》）

首先建議：如果你決定看這部電影，最好不要在網上搜尋任何關於它的介紹或評論 – 我
的這篇推薦除外；另外，觀看的時候，請注意每一個細節，欣賞導演處理每一個場景的
匠心和演員無與倫比的表演。

對於這部電影，現在你只需要知道：他是一個拍賣行的老闆，精通世界名畫，慧眼能識
真贋；他生活在一個他認爲極不衛生的世界，所以需要用外衣和手套把自己保護起來；
他有用不完的錢和用並不是很乾淨的手段得來的收藏···他唯一沒有的是自己中意的
女人，直到有一天···

這屬於那種看完後還可以討論一番的影片。

他之前的電影《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和《隱秘》（又譯《裸愛》）
（The Unknown Woman）都是精心打造的力作。都保證好看，也順便推薦給大家。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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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
11/21/2014

美國導演邁克·尼科爾斯（Mike Nichols）本星期去世。在網上搜索他的名字，總能看
到《畢業生》（The Graduate）這部電影的圖片。這也難怪，畢竟作爲經典影片，它有
永載史冊的諸多原因。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部電影。我本人看過大概五六次，還能記住
當中一些精彩臺詞。如有人還沒看過，請務必把它放在“補課”電影名單上。

為紀念他對電影藝術的卓越貢獻，本週特推薦他2007年導演的一部電影：

Charlie Wilson’s War （中國大陸翻譯《查理的戰爭》，《查理·威爾森的戰爭》；臺灣
翻譯《蓋世奇才》，《韋氏風雲》）

本片由Tom Hanks, Julia Roberts, Philip Seymour Hoffman 三大明星主演。其中Philip 
Seymour Hoffman 已英年早逝。電影是根據一本記述真人真事的書改編，詳細交待了
美國國會衆議院Charlie Wilson（德州）如何在1980年，單槍匹馬推動了“旋風行動”
（Operation Cyclone），將“毒刺”導彈（Stinger）運送到抵抗蘇聯軍隊的阿富汗遊
擊隊手中，從而加速了蘇軍在阿富汗的失敗。

蘇軍入侵阿富汗考驗美國的外交政策，影響美國的國際利益。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卻
鬼使神差地落在一個花花公子衆議員的肩上。幾個大明星都有精湛的表演。從了解歷史
的角度，欣賞表演的角度和娛樂的角度，都應該看一下這部影片。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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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
11/28/2014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昨晚，感恩節之夜，我又看了一遍John Hughes的電影（之前大概看過三次）：

Planes Trains and Automobile （1987）（中國大陸翻譯《飛機，火車和汽車》，《旅行冒險
記》；臺灣翻譯《一路順瘋》，《落難見真情》）

近來在中國大陸紅極一時的“囧途”系列電影就是脫胎於這個好萊塢電影。

重看一個喜愛的電影，該笑的地方笑得更厲害，該感動的地方，更加感動。這就是經典和平庸
的區別。

John Hughes（2009年，59嵗，去世）在美國電影界有獨特的地位，因爲他在80年的時候，
把“青春片”推到極致。在他創作旺盛的80年代，自編自導的反映美國高中生的電影幾乎個個
是名片。因爲這些電影的不朽地位，我認爲屬於“必看”範疇，所以就不專門推薦了（Sixteen 
Candles, The Breakfast Club, Pretty in Pink, Ferris Bueller’s Day Off等） 。三個《小鬼當家》
（Home Alone）系列電影也是他寫的。

Planes Trains and Automobile 幾乎一問世就注定了它在電影史上的地位。看此片中令人捧腹
的幽默，故事結構和要講的道理，走向高潮的情感，不難發現，電影中處處都留下了這位編劇
和導演貫穿其所有電影的痕跡。

好萊塢也有所謂“賀嵗片”，即，節日有一系列相伴的電影，其中與聖誕節相關的電影最多。
這個電影的故事發生在感恩節期間，所以從1987年以後，它就變成了這個節日的代表電影，年
年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喜劇明星Steve Martin 和 John Candy （已於1994年去世）都有令人難忘的表演。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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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
12/05/2014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不知道爲什麽，這一段時間比較密集地發生白人警察打死黑人的事件。而隨之發在全美
各地的示威遊行也成爲國際矚目的焦點。於是就想到去年的一個很值得推薦的電影：

Fruitvale Station （2013）
（中國大陸翻譯《弗魯特維爾車站》；臺灣翻譯《奧斯卡的一天》）

這個電影是根據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Oscar Grant 是一個22嵗的加州黑人男青
年。2009年元旦前夜，他在舊金山的捷運系統中因鬥毆，被警察帶下Fruitvale Station
車站。他趴在地上，面朝下，被白人警察開槍打死。整個過程被現場的多人拍攝下來：

開槍打死奧斯卡的警察Mehserle被判過失殺人，服刑兩年。2011年5月3日刑滿釋放。
事發的時候，另一名黑人男青年Ryan Coogler正好在南加大(USC)電影係讀書。受到這個
事件的觸動，他幾經周折，將其搬上銀幕。發行後，廣受好評。在目前種族關係格外緊
張的時刻，我們有必要看一下這部電影了。

  

9



每週電影推薦 （十）
12/12/2014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本星期好萊塢電影金球獎提名揭曉，其中一項就是“最佳外語片”。因爲今年提名的五
個電影，我都還沒有看過，於是想到去年的這個獎項當中一個非常值得推薦的電影：

丹麥電影：The Hunt （2012）
（中國大陸翻譯《狩獵》；臺灣翻譯《謊言的烙印》）

俗話説：孩子講真話。是嗎？不是嗎？很多時候這是一個難以判斷的問題，尤其是事關
重大的時候。

這是丹麥極富個人風格的電影導演湯瑪斯·溫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的優秀電
影作品，由享譽國際的丹麥明星Mads Mikkelsen主演。

故事發生在丹麥一個小村莊的幼兒園。時間是聖誕節前後。一個可愛的女孩子，睜著明
亮的眼睛，講出了一個令成年人震驚的事情。如果屬實，將給孩子造成終生傷害，讓成
年人面臨滅頂之災；如果是編造，頂多讓大人覺得孩子產生幻覺，也無可奈何。於是留
給觀衆的，除了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故事，還有相當的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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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一）
12/19/2014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古巴，一個相對神秘的國家。本星期美國政府修改政策，打開和古巴恢復正常關係的大
門。對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對，而更多的人，由於不了解這個國家，也沒有什麽發言
權。因此有必要給大家介紹這個電影：

Before Night Falls （2000）（《夜幕降臨前》或《在夜幕降臨前》）

這個電影描寫的是古巴同性戀詩人、作家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 Arenas）相當坎
坷的一生，内容取材於他的自傳。雷奈多1943年生於古巴，1990年因艾滋病死在美國。
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和一個敏感作家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導演是美國著名現代派畫家朱利安·史納貝爾（Julian Schnabel）。值得一提的是，他
是從畫家到導演過渡的成功典範。作爲畫家，攝影機的鏡頭變成了他的畫筆，同時給了
導演一個立體及活動的創作空間。但如果太自戀，會忽視故事的敍述。我看了朱利安的
其它電影，在平衡畫面和敍事方面，他是一流的。

飾演雷納多的是西班牙超級明星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他因出演這部電影獲
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的提名，並摘下當年威尼斯電影節影帝的桂冠。同台演出的
還有好萊塢性感明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小戴”的表演為電影錦上添花：
他一人飾演兩個人物，一個是帥氣威嚴的軍官，一個是風情万種的變性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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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二）
12/22/2014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聖誕節有相關的圖書，比較著名的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聖誕頌歌》（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歌曲和樂曲（不用舉例了吧），當然也有電影（太多了。除了傳
統的聖誕電影外，還包括《小鬼當家》Home Alone；日本著名導演大島渚Nagisa Ôshi-
ma的《戰場上的聖誕節》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等）。本週推薦一個很多人都
看過的英國聖誕“賀嵗片”，它屬於那類可以重看多遍的電影：

Love Actually（2003）（中國大陸翻譯《真愛至上》；臺灣翻譯《愛是您，愛是我》）

電影的故事發生在聖誕節前後，多綫索同時進行，人物衆多（明星薈萃），有英國首
相，搖滾歌星，電影替身演員，作家，老闆，秘書，傭人，職員，未成年的男孩子等，
除了精心設計的巧合之外，將他們串聯起來的就是一個“愛”字。影片中英國式的幽默
無所不在，精彫細琢的對白給觀衆留下回味，戲劇衝突和人爲的巧合讓觀衆帶著含笑的
淚欣然接受。

編劇/導演Richard Curtis 擅長幽默地講述極富人情味的故事。他以一部《四個婚禮和一
個葬禮》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聞名國際影壇（編劇），之後又寫了《新娘百分
百》（又譯《諾丁山》）Notting Hill和《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等。

我最近看了他編導的《真愛每一天》About Time。

未刪節的完整版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兩小時四十八分鐘，無中文字幕（多數的中文
版本都把電影中兩個裸體替身演員的戯全部刪掉了，相當遺憾）。

12



每週電影推薦 （十三）
01/02/2015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二〇一五年第二天，星期五，應該推薦一部和新年有關的電影，算賀嵗吧。和新年有關
的電影實在很多，但能結合趣味、戲劇、喜劇和巧妙與一身的，當推：

Trading Places（1983）（《顛倒乾坤》，《運轉乾坤》，《交易所》，《你整我》）

這既是一個聖誕節電影，也是一個新年電影，因爲這兩個節日在電影中都發揮作用。我
推薦這個電影是想讓大家在新年之際再看一次。用“再”這個字，是我想不出爲什麽會
有人沒看過這部電影。如果真的沒看過，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一個電影如果可以被簡單地概括為“好看”的話，這部電影絕對屬於這一類。我八十年
代第一次似懂非懂地看了這個電影，之後總共大概看過五次左右，每次都像第一次看一
樣興奮，每次都能看出一點以前沒有注意的新東西。

這個電影的名字因爲是雙關語，所以無法用中文完整地表現。Trading Places 字面的意
思可以是“交易所”，也可以是“交換地位”。而這個電影說的就是這兩件事：費城一
個期貨交易所的兩兄弟老闆，突發奇想，讓一個無家可歸的黑人一夜暴富，和交易所内
一個如日中天的交易員交換地位。

兩個極好的喜劇演員，白人Dan Aykroyd和黑人Eddie Murphy 有令人叫絕的表
演。Jamie Lee Curtis 扮演的性感妓女也極爲出彩。

順便提一個小趣聞：在電影結尾處，有兩個在火車站推行裏的工人，他們推著一個裝有
大猩猩的鐵籠子。扮演其中一個行李員的演員叫Al Franken，他在2008年經過艱苦的競
選，當選為美國國會參議院。

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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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四）
01/09/2015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本星期，法國發生恐怖主義分子槍殺警察和雜誌編輯的慘案，行兇的兄弟二人背景是阿
爾及利亞（Algeria）。由此我想到意大利電影名導Gillo Pontecorvo的經典電影：

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阿爾及爾之戰》）

沒錯，這是一個將近50年前的電影；沒錯，這是一部黑白電影；沒錯，導演是採用了紀
錄片的手法拍攝這部故事片的；沒錯，電影所敍述的“戰爭”是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想知
道的；沒錯，這個電影裏沒有大家叫得出名字的超級明星···所有這些都可能會讓現
在的觀衆感到這部電影的“時差”。但必須承認，也正是因爲這些原因（和其它藝術因
素），讓這部電影經得住時間的考驗，成爲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也是意大利“新
現實主義”電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國防部要求軍官們認真研究這部電影中的巷戰和恐怖襲擊的過
程和方式。一些反美反政府武裝人員也將這部電影視爲製造恐怖事件的指南，可見它已
經超越虛構的娛樂領域，也是導演的紀錄片背景大放光彩的證明。

所謂的“阿爾及爾之戰”並不是發生在戰場上的兩軍對壘，而是阿爾及利亞遊擊隊抗擊
法國入侵者的巷戰、刺殺、恐怖襲擊和遊擊戰的紀錄。在這個敏感的時候推薦這部電
影，更是意義重大。在法國槍殺漫畫家是十足的恐怖主義行爲，但在自己的國家要將侵
略者趕出去的刺殺行動是否也是恐怖主義行爲呢？後者是導演Pontecorvo想探討的問
題。而最終呈現在觀衆面前的，既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也是一段發人深省的歷史紀
實。

帶英文字幕的電影全片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中文字幕的版本要到其它網站搜尋了，
但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

祝大家周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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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五）
01/16/2015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剛看了奧斯卡提名電影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愛的萬物論》（又譯《少年霍金》
，《超弦理論》，《萬物理論》等），感動之餘，想到了另一個電影，也和霍金有關，
就是本星期要推薦給大家的紀錄片：

A Brief History of Time（1991）（《時間簡史》）

《時間簡史》是霍金的著名通俗科普作品，全球銷售量超過一千萬冊。但真正能把這本
書從頭到外看完的人並不多，主要原因還是因爲它的“通俗”度不夠。紀錄片導演Errol 
Morris （其2003年作品The Fog of War 讓他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膽大包
天，在名導斯皮爾伯格的支持下，勇敢地將這部講宇宙起源的“天書”搬上銀幕，大獲
成功！

《時間簡史》一書講的是時間的概念和宇宙的起源，而紀錄片則融入了霍金身邊的親人
和同事對他成長過程的回顧和理論的評述，配以優美的音樂和理論的圖解，感人至深，
引發思考。

如果先看了這個紀錄片，再看故事片The Theory of Everything，觀衆就會明白咖啡的意
義：爲什麽牛奶倒入咖啡後的旋轉和宇宙起源有關，爲什麽一個咖啡杯從桌上掉到地上
對理解時間感念至關重要···

影片全片都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鏈接在下。
https://youtu.be/uC-uvkjVqMM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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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六）
01/23/2015

（説明：我推薦的電影基本上以非華語片爲主。附中文片名翻譯的意思就是讓大家去到類似“百度”或“臺灣
Google”這類的網站上搜尋。一般都可以找到帶中文字幕的版本。）

為了追趕奧斯卡電影獎的步伐，看了呼聲最高的電影 Boyhood《少年時代》（又譯《年
少時代》）。這是一部令人感慨並產生一系列聯想的電影，平淡的敍事中帶有很強的後
坐力。講男孩子成長的電影，無論是好萊塢還是世界影壇，都有很多經典之作。本週推
薦給大家一個成本不大但廣受好評的美國電影：

Mean Creek（2004）（《湖群狗黨》）

和Boyhood完全不同的是，Mean Creek通過一個驚心動魄的事件反映青春期的失控及其
後果。

故事很簡單：俄勒岡州一個小鎮的學校裏，一個體態略胖的男孩子在學校常常欺負弱小
的同學。一個被他欺負的同學有個哥哥，當他得知自己的弟弟被人欺負時，設計了一次
報復性船遊。但人算不如天算，一個看似完美的計劃，隨著事態的發展，一步步走向災
難···

這個電影的可貴在於它並不靠情節嘩衆取寵，而是讓情節為人物服務，讓觀衆明白一個
簡單的道理：一個欺負他人的人也可能有某些值得同情的地方。有了這個基礎，人物就
豐滿起來。同時也讓我們明白：很多時候，不是我們控制事情，而是事情控制我們。有
了這個前提，看似不可思議的情節就變得合理起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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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七）
01/30/2015

本星期四，我們在《今日話題》節目中講“如何讓陌生人相愛”話題的時候，提到了著
名的“對視四分鐘”理論。由此想到了一個和“對視”有直接關係的紀錄片，決定推薦
給我們聽衆中對現代藝術不排斥的“性情中”人。

The Artist is Present (2012)

2010年3月，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成爲人們注視的焦點：常年居住在紐約的南斯拉夫籍
的著名行爲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摩維奇（Marina AbramoviÔ）推出新作 – “藝術家
在現場”（也許可以翻譯成“藝術家存在”）（The Artist Is Present）。要描述這個作
品非常簡單，因爲是行爲藝術，所以是藝術家本人出面，在藝術館中找一個空的大廳，
中央放置一把椅子，前面是一張小桌子，對面又是一把椅子，僅此而已。藝術館開門以
後，藝術家端坐在椅子上，對面的空椅子由遊客排隊，按順序輪流坐下，然後和藝術家
對視，絕對不可以有任何語言交流和肢體觸摸。

如此，瑪麗娜這個作品共進行了736小時零30分鐘。意大利攝影師Marco Anelli將每一
個遊客都拍了照，之後在畫廊展出。在無數前來“對視”的人中，有名人，如歌星Lady 
Gaga，電影明星James Franco（最近他剛演了《刺殺金正恩》）等，當然還有來自全世
界的各色人等。很多人在藝術家面前控制不住地流淚，也有人求婚，有人跳舞，而表演
的高潮是藝術家舊日情人意外的到來···

這個行爲藝術的作品後來變成了一個紀錄藝術家成長，經歷和創作追蹤的紀錄片。

現實中的“對視”其實比想象中的要難很多，也殘酷很多。看了這部令人心情起伏的紀
錄片，也許你會更明白這個簡單動作背後的神秘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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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八）
02/06/2015

在華人社區踴躍討論ABC電視臺最新電視喜劇集Fresh Off The Boat 《菜鳥移民》之時，
我想到了另一個好萊塢版本的移民故事，特此推薦給大家：

Flower Drum Song （1961） – 《花鼓歌》

1957年在舊金山窮困潦倒的耶魯大學戲劇專業畢業生黎錦揚（C. Y. Lee）發表了英文小
説Flower Drum Song (《花鼓歌》) 。1958年，小説就被搬上了百老匯的舞臺。1961年
拍成歌舞片電影，成爲歌舞片類電影的經典之一。而讓這部小説和舞臺劇能上到大銀幕
的主要推手是Richard Rodgers 和 Oscar Hammerstein II的二人組合。所有的華人都應該
知道他們，因爲這兩個人締造了好萊塢歌舞片的帝國。看過電影Sound of Music嗎？ 看
過Oklahoma，The King and I，South Pacific，Show Boat嗎？這些歌舞劇的精品都是
出自他們之手。

60年代的美國華人狀況和現在完全不同，好萊塢對這個族裔的獵奇心態比現在更重，但
必須承認，排除種種時代的局限，這個電影的歌舞設計，故事節奏，人物塑造都具備很
高的娛樂價值。

原作者黎錦揚就生活在南加州，今年100嵗。我有幸和他見過幾次面，覺得他無比平易
近人，和藹可親。每次見面，我都很難想象面前這位老人就是用英文創作《花鼓歌》小
説的那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我在生活中甚至沒聼過他講英文。要想聆聽黎先生用英文
敍述自己如何在舊金山一個閣樓上創作《花鼓歌》的經歷，就要看電影的DVD上的拍攝
花絮。那個故事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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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十九）
02/13/2015

本周末是情人節。有關情人節的電影數以百計。想來想去，決定推薦一個屬於可以，甚
至必須，看兩遍以上的電影：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2004）（中文譯名：《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
，《無痛失戀》，《暖暖内含光》，《王牌冤家》等）

這是由美國喜劇演員Jim Carey（Dumb and Dumber）和英國女星Kate Winslet (Titanic) 
主演的電影。片名取自英國詩人Alexander Pope （蒲伯）的長詩中的一句。這首類似“
長恨歌”的不朽詩篇講述的是女學生愛上老師的歷史故事。
原詩中的這一段是這樣的：

How happy is the blameless Vestal’s lot - 純潔的姑娘快樂無邊
The world forgetting, by the world forgot. - 世間的煩惱與她無緣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 無瑕的心靈光芒永遠
Each pray’r accepte, and each wish resign’d. - 一切的祈求都會靈驗，一切的願望都會實現

這一段的大意是如果有辦法忘掉煩惱，那麽煩惱也不會再騷擾你。“忘掉”也是這部科幻愛情電影的關
鍵字：一對男女相遇，他們已經忘掉過去曾經是戀人，因爲二人都去了一家特殊的公司，用技術手段將
自己對對方的記憶消除。之前相愛的兩年起起伏伏，終於分手。但消除記憶後的再次相遇，還是讓他們
產生一見如故的好感···

當然電影的劇情遠非這麽簡單，所以它才使看過的人思考，才成爲情人節的經典。這部電影同時也留下
了許多難忘的臺詞。下面翻譯幾段，吊吊大家的胃口。

（一） 男：爲什麽只要一個女人對我好一點，我就會愛上她？
（二） 男：我看不到你身上有任何我不喜歡的地方。
 女：你一定會看到的。一定會的。你會發現的。然後我也會感到和你相處是一種束縛，我就是這種人。
 男：好吧。女：好吧。
（三） 女：你知道的，我很任性。男：我就是喜歡你這一點。
（四）  男：不停地講話不等於交流。
（五） 女：就這樣吧。這段感情很快就會消失。男：我知道。
 女：那怎麽辦？男：盡情享受它。
（六） 男：2004年情人節感想：今天是一個由賀卡公司發明的節日，目的是讓人難受。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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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
02/20/2015

春節期間，家庭團聚，無論是在餐廳還是在家裏，餐桌一定成爲交流的中心。如果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的話，那餐桌的聚會就是“讀經”時間。反應中國新年的好電影真
的不多。想來想去，決定推舉一個並非新年主題的電影：

《飲食男女》（1994）導演：李安

很多人看過這部電影，但如果沒看過兩遍以上，就需要補課。這是李安電影的精品，一
部近乎完美的作品。介紹劇情是多餘的，大家需要的是在春節期間再看一遍這個電影，
細細品味桌上的佳肴和人生的苦辣以及流暢的電影表現手法。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周傳基
曾對我說：“《飲食男女》開頭的15分鐘，是中國導演需要學習的。”

順便提一下，電影中那些讓人口水滿地流的菜肴均出自本台主持人林慧懿老師之手。電
影完成後，林老師也出版了烹飪專著《飲食男女食譜》。

《飲食男女》精彩對白選：

1. 人生不能象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備好了才下鍋。
2. 遇上那個人的時候，我們以爲自己會愛他一輩子，他已經這麽好了，我怎可能愛上別人？然而，歲

月會讓你知道，一輩子的心願，真的只是一個心願。
3. 其實一家人，住在一個屋檐下，照樣可以各過各的日子，可是從心裏産生的那種顧忌，才是一個家

之所以爲家的意義。我這一輩子怎麽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樣，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來才下鍋，當
然，吃到嘴裏是酸甜苦辣，各嘗各的味。

4. 什麽叫做“可惜”啊，要心中有個“惜”字兒，才知道可惜。
5. 之所以還在一起，是因爲我們倆都忙得沒有空去離婚。
6.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想也難，忙一輩子，就爲這個…
7. 人心粗了，吃再精也沒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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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一）
02/27/2015

這是一個將近十年以前的日本電影：

Shall We Dance? (1996)         (中文名：《談談情，跳跳舞》)

作爲一個外國電影，它進入美國的時候，並沒有期待會有什麽很好的票房表現，因爲衆
所周知的原因：美國人不看外國電影。沒想到的是，這個小小的日本電影，居然創造了
當年外國影片的票房奇跡。連好萊塢製片公司也被它折服，於是照例，花錢買下劇本，
重新拍攝了一個英語版本，男女主角分別是李察·基爾和珍妮佛·洛佩玆。

不記得是96年還是97年，反正當這個電影剛進入美國藝術電影院的時候，我就去看了，
喜歡得了不得。後來買了DVD，介紹給朋友，陪著不同的朋友又看了三四遍。而好萊塢
那個版本我是拒絕看的。

日本導演周防正行很會處理喜劇，在這部電影之前，他的《五個相撲少年》我也非常喜
歡，順便推薦大家找來看看。說他會處理喜劇是因爲，一個喜劇要想達到效果，必須要
挑選合適的演員，他們的表演既要誇張又要可信，恰到好處；同時無數細節的設計都要
不露聲色地幫助喜劇的節奏和氣氛，是很難的。周防把握得很好，值得中國導演學習。

“一個相貌堂堂，有美好家庭的上班族男子，因爲一個不純的動機，突然想學跳舞”就
是這個電影的一句話概括。在這個前提的基礎上，觀衆看到的是一系列令人暴笑的場
景，精彩的劇情設計和一個完整的故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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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二）
03/06/2015

本星期，玲玲馬戲團正式宣佈，從現在開始到2018年，他們將逐漸將本團的標誌性表演，大象表演，
完全取消。

這條消息讓喜愛馬戲同時又同情動物的人很感慨。玲玲馬戲團歷史悠久，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
組成部分，伴隨孩子的童年，也給很多成年人留下難忘的記憶。但將野生的動物訓練為能表演雜技的明
星，背後的辛苦和對動物的虐待也不容忽視。

於是想到了兩個非常好看的電影，一個和玲玲馬戲團有直接關係，一個和馬戲團訓練大象有關：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1952）（《戲王之王》或《大馬戲團》）

這部由傳奇電影導演Cecil B. Demille導演的電影當年一舉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編劇兩項大獎。經
過通貨膨脹的調整之後，它的票房可以躋身於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電影之列。曾為Cecil B. Demille演過
摩西（《出埃及記》）的明星Charlton Heston和著名影星James Stewart都有出色的表演。

除了明星之外，玲玲馬戲團的1,400名雜技演員和數百只訓練有素的動物都參加了拍攝。曾有人說，這
個電影的特色是買一張票看兩個電影，因爲除了牽動人心的人與人之間的故事之外，還有大量馬戲表演
的場景，無比壯觀刺激，使本片輕鬆地成爲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另一部電影就不一樣了，它是建築在悲劇基礎上的馬戲團故事：

Water for Elephants （2011）（《大象的眼淚》）

主演是好萊塢清純調皮女郎Reese Witherspoon，青春偶像，《暮光之城》的吸血鬼男影星Robert Pat-
tinson和近年來兩次奪得奧斯卡表演獎的歐洲明星Christoph Waltz（《惡棍特工隊》的德國軍官）。

影片採用倒敍的手法，講了美國大蕭條時期一個年輕的波蘭移民如何陰差陽錯地加入了一個馬戲團的故
事。電影中馬戲團老闆對大象的殘酷虐待催人淚下。我相信，看過這個電影的人，再也不希望在馬戲團
表演中看到大象了。同樣，我們也不難想象其它動物的命運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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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三）
03/13/2015

本星期洛杉磯法院對音樂剽竊案的裁決震撼了音樂界。認爲法院裁決不公的音樂界人士
提出，現在的音樂創作過程和以往大不相同，不應用過去的模式審核現在的做法。提到
現在流行音樂的創作，尤其是基於黑人饒舌(Rap/Hip-Hop)音樂的表現形式而產生的作
品，自然想到了十多年前那個著名的電影：

8 Mile （2002）
（《8英里》《街頭痞子》）

（我認爲應該翻譯為《八里街》，
因爲那是底特律一條標誌貧富和黑人白人分水嶺的街道名稱）

2002年正是白人饒舌歌手“痞子阿姆” (Eminem) 如日中天的年代。這個電影是根據他
的真實生活經歷改編的故事片，由他主演。故事講的是一個叫Jimmy的窮苦男青年（其
實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如何從黑人專屬的饒舌音樂形式中殺出一條血路，贏得了大家的
尊重。

電影主題曲，“阿姆”創作的《釋放自我》（Lose Yourself）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原創
歌曲獎。因爲主要是“説唱”，所以歌詞比曲調更重要。這首歌算是“阿姆”的嘔心瀝
血之作，歌詞極爲震撼，打動人心。現附歌曲及英文歌詞如下：
......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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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四）03/19/2015

由日本漫畫家辰巳喜弘的去世（鏈接：http://www.am1300.com/dj-%E4%BB%8B%E7%B4%B9/%E4
%B8%AD%E8%BF%85/%E7%B4%80%E5%BF%B5%E6%97%A5%E6%9C%AC%E6%BC%AB%E7%9
5%AB%E5%AE%B6%E8%BE%B0%E5%B7%B3%E5%96%9C%E5%BC%98/），聯想到日本獨特的動
畫電影藝術。辰巳喜弘的漫畫自傳《漂流的生活》儘管被搬上銀幕，但由於影響不大，所以找不到英文
版本。

但從辰巳喜弘的漫畫著作中可以看出日本漫畫的一個很大特色，就是“文學化”，也就是可以表現相當
複雜和供成年人欣賞和思考的題材。這類嚴肅的動畫片很多，除了宮崎駿的一些電影外，反映生活黑暗
和現實殘酷的動畫片也非常多，其中不乏名片，比如幾年前進入美國的《東京教父》等。

今天給大家推薦：

《螢火蟲之墓》 （1988年）高畑勋           導演

這是由宮崎駿促成的電影，改編自野坂昭如的半自傳體同名小説，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日本人民
為之付出的代價。

由此可見，它的視角是從侵略者的角度反戰，用一個兄妹悲慘的遭遇反映戰爭的殘酷和對人性的抹殺。
多數情況下，觀衆看到的是日本飛機轟炸別國的平民，這個電影讓我們看到盟軍對日本的轟炸，把兩類
電影放在一起，可以構成完整的反戰圖畫。

已故美國著名影評人Roger Ebert說，這是他看過的最好的戰爭電影之一。

這個電影影響如此之大，後來，2005 和2008 年，兩次由真人出演，再度拍成電影。

下面是本片的全部，英文字幕：

https://youtube.com/YufCkD4seOE

影評人對這部電影的高度評價視頻見下：

https://youtu.be/_9WEyuMq0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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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五）03/27/2015

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向大家推薦電影。儘管在北京探親休假，但不想因此停止這個系列
專欄。既然人在北京，那就應景，給大家推薦一個和北京有關的電影。北京+電影，當
推

《西洋鏡》  （2000年）

我是十幾年前在Pasadena市科羅拉多大道上的一家電影院看的這個電影，並被感動。還
沒進電影院，已經對它產生好感，原因是它講的是二十世紀初，電影剛剛進入中國，國
人是如何接受這個神奇的娛樂並拍攝出第一部“國產”電影的。這是一個很難拍壞的電
影，因爲這個題材太強大，哪怕是隨便拍拍，都不會太糟，而且之前好像也沒有很好的
交待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影片，我是帶著這種想法進入電影院的。

導演胡安，女性，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之後在美創業，事業有成，自己寫劇本，導演，
掏錢拍電影，她的激情可見一斑。電影在美國上映後，她接受1300電臺採訪，直言自己
在美國“囊中羞澀”的日子和拍攝這個電影的艱苦經歷。

1902年的中國，紫禁城中居住著老佛爺慈禧，中國的帝制已四面楚歌，這時一個洋人肩
扛簡陋的手搖攝影機來到北京。從此電影進入中國。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景豐
和劉仲倫拍攝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由譚鑫培主演的京戲《定軍山》。《西洋鏡》講的就
是這個故事。

點擊下列鏈接，可欣賞電影全片
http://www.1905.com/vod/play/85378.shtml#guessYouLike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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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六）
04/03/2015

幾天前，在1300電臺員工的微信群裏，有人開玩笑轉發鼓勵男同事出賣精子的微文。看
到金額高昂的報酬，有人也許會心動。但假如有一天，一個男人真的成了500多個孩子
的父親，他會無動於衷嗎？請看加拿大電影：

Starbuck （2011） （中文譯名：《超級精爸》，《星爸客》等）

2011年這部電影一出來，立刻創造了加拿大當年國產電影的票房冠軍，同時獲得加拿大
最大的電影節吉尼電影節的最佳影片、原創劇本和男主角等六項提名。

電影的情節很簡單：“禍不單行”這句話用在42嵗的大衛身上恰當無比。就在他生活一
籌莫展，前途黑暗，負債累累，中年危機，被人抛棄的當口，一封律師信送到他手中，
通知他說20年前一次買精子之擧，給世界人口增加了533個，其中超過100個對他提出集
體訴訟，挑戰他的匿名權...

順便提一下，電影片名取自加拿大魁北克一個著名公牛的名字。Starbuck 因爲繁殖能力
超強而成爲家喻戶曉的傳奇公牛。

好萊塢的影片公司因爲看到這部影片在加拿大的票房，於是把這個法語電影重拍了一個
英文版本，結果是一個很快就被遺忘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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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七）
04/10/2015

四月份，春暖花開，正是出遊的好時光。不知道爲什麽（肯定是變態），每到這時，尤
其是看到年輕男女相伴外出，我都會想被一個電影騷擾。如果你喜歡驚悚電影，願意接
受生活中黑暗的現實，不介意噩夢，那就請看荷蘭/法國電影：

The Vanishing (1988) （《宿命的挑戰》，《神秘失蹤》或 《消失的女士》）

一對年輕的荷蘭情侶駕車到法國度假。幸福生活正在她們面前展開。女的在給男的講述
自己一個奇怪的夢。車需要加油了，於是駛入加油站，男的給車加油，女的進入加油站
買點飲料。一切都如此平凡，正常。但命運在這一刻接手了：女的從此就消失了（用一
句俗話說，就是“人間蒸發”了），再也沒有回到車上。

接下來的若干年，男的開始了不棄不捨地找尋，直到有一天真相大白···

我喜歡這個電影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恐怖片，不是靠離奇的想象換取片刻
的娛樂，而是從宿命的角度探討人物性格，讓人物性格驅動故事，最終達到了解人的行
爲和現實的目的。

電影一出來，在歐洲好評如潮。導演George Sluizer也成爲寵兒。好萊塢認爲這個電影
在美國大有錢圖，於是請他來用好萊塢巨星（Sandra Bullock, Kiefer Sutherland, Jeff 
Bridges）重新拍了一個英文版。結果是惡評如潮，票房慘敗。正應了一個中文成語“南
橘北枳”：同一個水果的種子，在南方結果味道甜美，到了北方就酸苦無比。多少好的
外國電影，到了好萊塢都變味了。可悲！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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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八）
04/17/2015

本星期一（4月13日）看到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根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去世
的消息，立刻想到了他的代表作《錫鼓》（The Tin Drum）（又譯《鐵皮鼓》）和根據
這部長篇小説改編的史詩般的電影：

The Tin Drum （1979）

因爲小説是1959年出版的，問世後，即刻確立了其成爲名著的地位，所以電影20年以後
才出來，也可以理解。這是一個“黑色幽默”的故事，作者帶著離奇的想象，講述歐洲
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要搬上銀幕，難度極大。

好在電影不負衆望，和小説一樣，成爲經典。1979年，它勇奪坎城（加納）電影節頭
獎，金棕櫚獎；之後又拿下了1980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要把這個電影的故事講一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用一種吊胃口的方式介紹給大
家：影片開始，一個被警察追逐的男人鑽到一個女人寬大的裙子下面躲避，後來二人結
婚。他們的孫子輩中，有一個男孩子，叫奧斯卡。在他三嵗的時候，家裏人送給了他一
個錫鼓，他看到了成年人的一些作爲，聽到了成年人的一些話語，於是決定不再長大。
他從地窖樓梯上跳了下去，從此就再也長不大了···

故事從19世紀末葉開始，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然後以一種不可思議
的方式結尾，引發無數聯想。兩個半小時的電影充滿了離奇古怪的事件和人物，多處大
膽的性愛場景，有細膩的人際關係刻畫，也有宏大的戰爭場面。在奧斯卡錫鼓的敲擊聲
中，歷史在痛苦扭曲地發展，世界在發生著荒誕可笑的變化···
這個周末有時閒的話，我會把這部電影再看一遍。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28



每週電影推薦 （二十九）
04/24/2015

電視劇“菜鳥移民”第一季本星期結束，ABC電視臺會不會續約，要到下個月才知道。
之前給大家推薦過《花鼓歌》，用它比較“菜鳥移民”。這次推薦一個根據賽珍珠的名
著《大地》改編的同名電影。因爲這是好萊塢黑白電影中的精品，而且思路和呈現方式
和“菜鳥”截然不同，在這裡先推薦給大家，以後有時閒會在節目中詳細探討它和“菜
鳥”有什麽關係：

The Good Earth          (1937)       （《大地》）

賽珍珠是美國在華傳教士的女兒，對中國社會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才能寫出發生在
中國農村的《大地》，並能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影片讓好萊塢當年兩個超級巨星，奧斯卡獎得主Paul Muni 扮演中國農民王龍，奧斯卡
獎得主 Luise Rainer 飾演他的妻子歐蘭（或阿蘭）。Luise Rainer 因爲扮演這個角色，而
成爲好萊塢歷史上第一個連續兩年奪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女星。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是黑白電影，但本片攝影的講究和技術上的突破，讓攝影師 Karl 
Freund 獲得了奧斯卡最佳攝影獎。同年，《大地》還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剪接和最佳
導演奧斯卡獎的提名。

關於影片讓白人扮演華人這一問題，歷史上有諸多爭論。請大家自己看看，自己評説。
對此，我有一套説法，請注意收聽《今日話題》節目。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29



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
05/01/2015

本星期是“越南淪陷”40周年紀念（當然也可以稱爲“越南解放”）。有關越南的好電
影太多了。回顧一下，我甚至覺得，只要是關於越南的電影，幾乎都是好電影。也許傷
得太重，比較容易觸及深層的感情吧。

1983年我在挑選大學畢業的論文主題時，選擇了分析英國作家Graham Greene的小
説“The Quiet American”（《沉靜的美國人》），因爲我一向喜歡的Greene的作品。
長篇小説講的是美國介入越南之前的準備。篇幅不長，但内容非常豐富，人情味極濃，
並留下很多令人思考的空間。

年過半百的已婚英國駐越南記者愛上美貌年輕的越南姑娘，因爲自己是天主教徒，太太
不肯離婚，無法與越南姑娘結婚，也不能把她帶囘英國。這時，一個英俊瀟灑的美國青
年男子來到了越南···他來幹什麽？

Greene很會寫故事。而澳洲知名導演Phillip Noyce 也盡量做到了忠實原著。他請來英國
明星Michael Caine扮演英國記者，美國明星Brendan Fraser扮演“沉靜”的美國人，越
南美女杜氏海燕扮演越南美女“鳳”。這個電影讓Michael Caine得到了當年奧斯卡最佳
男演員的提名。

The Quiet American （2002）     《沉靜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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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一）
05/08/2015

本周末是母親節，本以爲是一個推薦電影的好時機，但仔細想想，在我看過的電影中，
這類電影好的還真不多。如果您知道什麽好的，適合“母親節”這個主題的電影，也請
留言分享給大家。
當然，對於任何一個熟悉好萊塢電影的影迷來説，恐怕第一個能想到的就是：

Terms of Endearment 1983 (《母女情深》又譯《親密關係》)

這個電影算名片了。80年代的時候風光過一陣：首先，它有豪華的表演陣容（Shirley 
MacLaine, Debra Winger, Jack Nicholson, Danny DeVito, Jeff Daniels, John Lithgow
等），編劇導演James L. Brooks 也是極具實力的導演（他的好電影多到無法列舉，有興
趣的可上網查看）；其次，它當年得到11項奧斯卡獎的提名，並勇奪5項，包括“最佳
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

只要聼一下這個電影的一句話概括，你就會被吸引：喪偶的媽媽和女兒相依爲命，女兒
大了以後，母女二人陷入一場追逐愛情的複雜的羡慕嫉妒恨關係。二人各自在和男人打
交道的過程中體驗著酸甜苦辣。但就在大家被感情被生活挑逗糾纏困擾折磨的時候，命
運還要插一手，似乎在告訴他們，誰是真正控制他們的力量···

在西方文化中，母女關係既微妙又複雜，而這個電影極爲成功地表現了這個關係中的細
微之處。它屬於那種經得住反復看的電影。

祝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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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二）
05/14/2015

最近在《今日話題》節目中談到失憶問題，之後又看了電影Still Alice（《依然愛麗絲》/
《我想念我自己》），突然感到失憶的可怕（愛麗絲說：“我寧可得癌症”），也看到
這個不治之症對病患和他們的家屬的殘酷打擊。

我常常想不起來前一天在《今日話題》節目中講了什麽話題。這是不是開始失憶的徵
兆？

趁著還有記憶，還是給大家推薦電影吧。

既然說到老人失智，還有一個很值得看的電影：

Away from Her （2006）（《妳的樣子》/《柳暗花明》）

這是根據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拿大女作家Alice Munro （愛麗絲·門羅）的短
篇小説改編的電影。

一對退休夫妻的平靜生活被太太的老年失智症打得粉碎。太太住進養老院後，完全不記
得自己的先生是誰，並與院裏另一位老人產生感情···

年輕時候的經歷直接影響先生面對現實的選擇：什麽是自己的快樂？什麽是他人的快
樂？二者之間是什麽關係？走出自己房子的小小世界，外面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麽？一個
人時更孤獨還是有伴侶的時候更孤獨？

門羅通過文學作品思考這些問題，同時要求我們一起參與，一起體驗。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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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三）
05/14/2015

這個周末是“國殤日”長周末，這個假日主要是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軍人，所以這期間
往往會上映和戰爭有關的電影：美國内戰，兩次世界大戰，越戰，韓戰等都是經久不衰
的主題。

描寫這些戰爭的經典電影非常多，這次推薦一個比較獨特的戰爭片：

Das Boot         (1981) （《從海底出擊》）

這是德國導演Wolfgang Petersen的成名作。說它獨特是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
是代表邪惡勢力，也是戰敗國，所以從德國軍隊的角度看這場戰爭的電影遠遠少於戰勝
國拍的電影。

《從海底出擊》講的是二戰期間德國潛艇官兵的故事，他們面對的敵人當然是代表正義
的英國海空軍。

作爲編導的Petersen 在讓我們看到德國潛艇生活的同時，並沒有企圖美化法西斯士兵，
也沒有為德國的戰敗感到惋惜，而是通過一個潛艇上的官兵生活，展示戰爭的殘酷，軍
人的無奈和被“愛國”洗腦的年輕生命的奉獻。

這個電影讓導演名聲大噪，除了當年在美國贏得極佳的票房之外，還得到了兩項奧斯卡
獎的提名，讓它迅速進入戰爭經典名片的行列。之後Petersen被請到美國拍片，一些觀
衆耳熟能詳的好萊塢大片都出自他手。

祝大家長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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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四）
05/29/2015

看外語電影聼不懂嗎？本週推薦的這部肯定沒有這個問題，因爲這部電影沒有任何對
白。“此時無聲勝有聲”這句話用在這個電影上是再恰當不過了。

但是，沒有對白不等於沒有戲劇。攝影機的角度，畫面的構圖，在一個場景上停留時間
的長短，時而凄美，時而震撼，時而溫暖的音樂都在傾訴深厚的感情和發人深省的戲
劇。

請大家有時閒看看紀錄影片：

Baraka （1992）（《天地玄黃》）

這部既無對白也無旁白的電影是用超清晰70毫米電影膠片拍攝（普通電影用35毫米），
所以放大到大銀幕上無比清晰。

為了拍攝這部影片，導演Ron Fricke 和他的攝製組去了24個國家，152個外景地，從耶
路撒冷到東京，從非洲到歐洲，除了拍攝壯麗的自然景觀和雄偉的古跡之外，最令人難
忘的還是分享這個地球上的人的行爲。同樣是人，爲什麽大家的生活方式如此不同，又
如此費解？這大概是電影讓我們思考的地方。

這個電影我先後看過五遍。

這個周末，靜下心來（這一點至關重要），打開下面這個高清鏈接，好好欣賞這部電影
名作：

https://youtu.be/ZWhu22aD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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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五）
06/04/2015

上星期推薦的一部Baraka（《天地玄黃》）讓我意想不到地收到很多反饋，使其成爲我
推薦電影以來反饋最多的一個影片。這個功勞當然要歸導演Ron Fricke獨特的“無言”
手法。

說到“無言”，我聯想到西遊記的“無字真經”和武則天的“無字碑”，這種“無”是
否是一種更高的境界？

Ron Fricke 1992年的Baraka 一舉成功之後，經過近10年的積蓄力量，於2011年再度推
出大銀幕無對白大型紀錄影片：

Samsara （2011） （《輪回》）

顧名思義，這又是一個借景抒情，意味深長的自然與人生之旅。這次，電影製作團隊銳
氣不減當年，足跡25個國家，讓觀衆飽覽壯麗的自然奇景的同時，窺視人類痛苦的内心
世界。最後以中國聾啞人表演團體的著名節目“千手觀音”收場，真是匠心獨具。

唯一遺憾的是，因爲這個電影相對Baraka來説比較新，所以在YouTube上要看高清版本
需付$2.99。其它網站是否可以找到我就不知道了。

但光是看一眼這個電影的預告片就足以吊胃口了：

https://youtu.be/qp967YAAd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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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六）
06/11/2015

這段時間，從中東蔓延到韓國的MERS疫情讓人們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伊波拉好像剛剛從
新聞頭條消失，幾年前的SARS，時不時冒出的禽流感、豬流感···

好萊塢的災難片除了山崩地裂，火災洪水，墜機撞車之外，還有一批“瘟疫片”。本週
推薦名導Steven Soderbergh的

   《Contagion （2011） （《傳染病》/《全境擴散》）

導演Soderbergh喜歡用明星薈萃的陣容講故事，他的“Ocean’s Eleven”（《瞞天過
海》）就是經典的例子。在Contagion這部電影中，他請出了至少七個一綫的美、英、
法、中影星（包括臺灣影星秦漢），講述一個病毒蔓延的科幻故事。雖然是科幻，但紀
錄片式的拍攝手法結合與現實高度重疊的緊張情節，讓觀衆無法質疑其真實性。

從一個動物身上來的病毒，先傳染給一個人，之後引發全球恐慌，這背後有沒有道德問
題？人類要不要負哪些責任？現代醫學如何應付這類瘟疫的挑戰？把發病地點選在香
港，是什麽考慮？疾病的蔓延爲什麽把婚外戀牽扯進來？人類爲了征服疾病，可否拿動
物進行實驗？研發一個疫苗要付出什麽代價？這些都是隱藏在故事背後的信息。

祝願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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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七）
06/19/2015

本周末是父親節，於是想到推薦和這個主題有關的電影，結果發現好片太多了。

不過有一個和父親有關的電影讓我特別喜歡，那就是：

Paper Moon    (1973) (《紙月亮》)

如果說“人無完人”這句話是真理的話，那“父無完父”也應該成立了，也就是說，在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父親。但《紙月亮》中的父親離完美的距離可就差得比較
大了，甚至他是不是孩子的真正父親，都不十分清楚（電影講的是大蕭條時代的1930
年，那時還沒有DNA測試。導演選擇用黑白膠片，也是想突出時代感）。

電影中的父親是一個騙子，而且欺騙的手法非常巧妙，以至於現在還有人舉一反三，沿
襲他的欺騙技巧。當一個女孩子“從天而降”，進入他的生活，並聲稱是他的親女兒的
時候，大騙子萬萬沒想到，騙人的基因居然可以遺傳，而且青出於藍···

二人的關係以“公路片”的形式展開，跌宕起伏，時而提心吊膽，要面對外面充滿敵意
的世界，時而寸土必爭，要對付身邊的夥伴兼對手。一個成年人和一個女孩子，各自使
出渾身解數，在心理的戰場上，見招拆招，你來我往，在交手中增加了了解和感情，最
後在那首著名的歌曲“紙月亮”(It’s only a paper moon)的樂曲中，劇情達到高潮。
扮演父親的是廣大觀衆熟悉的《愛情故事》（Love Story）男明星Ryan O’Neal，而演
他女兒的是他生活中的親生女兒，10嵗的Tatum O”Neal。

1973年，這個10嵗的女孩因爲出演《紙月亮》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成爲奧斯卡
歷史上年紀最小的得獎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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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八）
06/26/2015

本星期，著名電影作曲家James Horner因飛機墜落而逝世。有關他的身世和電影音樂的介紹，請收聽
《今日話題》重播（在本網站首頁上方，點選“節目介紹”，然後進入《今日話題》即可找到）。

他曾為上百部電影創作過歌曲和音樂，其中不乏超級大片（《阿凡達》，《鐵達尼號》，《阿波羅13
號》，《勇敢的心》等）。

為紀念他的離世，本周挑選了三個由他作曲，相對來説比較小的製作，但卻很值得看的電影，推薦給大
家。一般在推薦電影的時候，除了音樂劇，很少有人會讓觀衆留意音樂。但這次不同，我要特別提示大
家留意這三個電影的音樂，以及它們在影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Legends of the fall  (1994)     （《燃情歲月》/《秋天的傳奇》/《真愛一世情》）

二十世紀初在美國大草原上，兄弟三個和父親如何面對戰爭，愛情，親情，友情以及現實的挑戰。

Glory (1989) （《光榮戰役》/《光榮》）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個白人軍官如何帶領第一個黑人軍團戰勝偏見，戰勝敵人和戰勝自我。

Field of Dreams          (1989) （《夢幻之地》/《夢幻成真》）

一個愛荷華州的玉米農民如何打造棒球隊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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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三十九）
07/03/2015

本星期在《今日話題》節目中介紹了黑人芭蕾舞明星Misty Copeland成功的故事（在本
網站首頁上方，點選“節目介紹”即可收聽重播）。而這個周末又是國慶日。這兩個題
材都有很多好電影。相比之下，覺得“國慶”更“主旋律”一點，與之相關的電影製作
成本也較大，觀衆也比較多，倒不如趁此機會介紹一個好看的“芭蕾電影”：

The Turning Point      (1977)             （《轉折點》）

這是一個獲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11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兩個曾經同台的芭蕾舞
女演員重逢，二人之間多年的糾葛和情感在兒女關係和錯綜複雜的男女關係中如洪水暴
發般襲來。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情節儘管包涵各種戲劇衝突和人際關係的矛盾，但在對待芭蕾舞
藝術上，保持了絕對的尊敬和崇拜。

電影起用1974年“叛逃”到西方的前蘇聯著名芭蕾舞男演員Mikhail Baryshnikov，讓他
扮演其中一個主要人物。他在電影中展示身手的一段獨舞登峰造極，讓觀衆知道爲什麽
他被稱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三個芭蕾舞男演員之一”。

國慶長周末，看一個賞心悅目的“芭蕾”電影，不亦樂乎！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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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
07/10/2015

這段時間希臘的經濟危機和中國股市的震蕩形成一片愁雲慘霧，導致人心惶惶。但這兩
條新聞背後涉及到的經濟理論和市場規律，多數人並不是很懂。即使經常投資買賣股票
的人，也會在深淵般的股市面前感到提心吊膽。

好萊塢和華爾街的關係很曖昧，電影工業既需要投資，也需要揭發證券公司的黑暗，給
大衆提供娛樂和真相。而在揭發方面，好萊塢是毫不手軟的，一系列優秀的“金融電
影”傲然屹立在經典電影名單中。

本週推薦的是：

Margin Call      (2011) （《商海通牒》/《利益風暴》/《黑心交易員的告白》）

這是根據真實發生的事件改編的電影，原型是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的雷曼兄弟公司。影
片的看點在於它帶領觀衆走進證券公司，一方面看到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另一
方面體驗交易員朝不保夕、晝夜工作的壓力。最終面臨職業和道德的終極考驗：公司要
求你用欺騙的手段將明知會虧損的產品出售給投資人。

在故事發生的36小時内，觀衆如看恐怖片一樣，心提到嗓子眼，從一個資深員工被突然
解雇，到那導致危機的開盤詐欺，我們被一個小小的電腦硬碟帶入人心的黑暗、貪婪和
掙扎。

電影中很多精彩的對話會引發觀衆的思考。而最折磨人的問題是：如果你是這家公司的
老闆，你該怎麽辦？如果你是員工，你會怎麽做？

也許我們並沒有自認的那樣高尚···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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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一）
07/16/2015

六國與伊朗簽訂核武條約是本周的大事，西方與這個波斯國家的關係也許會“解凍”一段時
間。儘管之前對伊朗一直有經濟制裁，但文化交流還是保持在一定程度上。比如2011年獲得奧
斯卡最佳外語影的伊朗電影《分居》（A Separation）在西方就廣受影評人和觀衆的喜愛。他
的導演，也可以站在美國的領獎台上，向全世界宣稱：“伊朗人民是愛好和平的···”

我堅信，各國的人民都是愛好和平的，在國際問題上，要把人民和政府區分開來。

伊朗有著優秀的電影傳統，一些好的電影也都比較會展示現實生活，手法比較含蓄，很能引發
觀衆思考。

本周特推薦伊朗電影：

Children of Heaven    (1997)  （《天堂的孩子》/《小鞋子》）

如果說意大利名片《偷自行車的人》（又譯《單車失竊記》）為現實主義電影作出重大貢獻的
話，那麽，自它以後，出現的諸多以“失竊/尋找”為主體的電影，都應該是向它致敬。

這部電影也不例外。“妹妹的鞋被哥哥弄丟了，哥哥一定要把鞋找回來”就是這部電影的情
節。這麽一個如此簡單的“命題”，要拍得自然流暢，最終打動觀衆，卻是相當要功力的。讓
孩子演戲已經不容易，還要表現出故事的弦外之音，面對這個挑戰，導演在決定拍這部電影的
那一刻已經胸有成竹，一個伊朗下層家庭的生活困境在鏡頭下徐徐展開，它最終邁著堅實的腳
步，以不到20萬美元的製作成本，擊敗諸多大國的大片，入圍199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您家裏有好喫懶做的孩子嗎？有不珍惜優越生活的孩子嗎？有一味追求奢華名牌的孩子嗎？

給他們看這部電影。

祝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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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二）
07/24/2015

你看過阿根廷電影嗎？

不誇張地說，阿根廷電影在當今世界影壇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有一流的導演、演
員和編劇；阿國很多優秀影片為電影藝術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以後我會陸續推薦幾個好
看的阿根廷電影。

本週先介紹一個比較新的電影：

Wild Tales       (2014)              （《荒蠻故事》/《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

片名起得別有用心。這是由六個毫不相干的短篇故事組成的電影。它們很“荒蠻”嗎？
是令人抓狂的“小事”嗎？大家自己去看看，自己判斷吧 。

2015年這部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         飛機起飛了，機艙内的乘客突然發現原來機上的烏合之衆居然都共同認識一個人。爲什麽？
·         夜晚，公路旁一家生意冷落的餐廳走進一個顧客。女服務員突然緊張起來。爲什麽？
·         他在曠野中開車，對前面攔路的慢行車司機發了脾氣。後來他的輪胎爆了。結果呢？
·         爆破專家對炸藥了如指掌，但面對生氣的太太，卻不知所措。於是他···
·         孩子晚上酒醉駕車軋死了孕婦，家長突然想出了解脫困境的辦法。但是···
·         婚禮上，新娘注意到先生的朋友中一個長髮的姑娘。不用再説了，反正你猜不到結局。

以上都是在吊胃口。唯一可以告訴大家的是，這部電影創下了阿根廷有史以來最高的票
房紀錄，擊敗了當年進入阿根廷的好萊塢電影。在嘎納（坎城）電影節放映後，觀衆起
立鼓掌長達10分鐘。快去看吧！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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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三）
07/31/2015

本星期，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牙醫去非洲獵殺受保護的“明星獅子”事件引發廣泛關注
和抗議。

以人和動物為主體的電影多如牛毛，其中不乏人獅關係的好片。有人殺獅子，也有人保
護獅子。獅子是大型動物，具備人尚不了解的習很多性，今天推薦的這部電影其實很多
人都看過，即使沒看過也聼過片中那首得獎的著名歌曲。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情節大大
增加了我們對獅子這種猛獸的了解和關懷：

Born Free （1966）（《獅子與我》/《生來自由》）

故事發生在60年代非洲的肯尼亞（肯亞）。一對英國夫妻領養了一頭喪母的小母獅，起
名Elsa。在培養了深厚的感情後，將她放生。二人回到英國。一年後，當他們重返非洲
的時候，和Elsa意想不到的重逢將電影推向高潮，也創下了當年英國電影的票房紀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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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四）
08/06/2015

8月6日晚，美國電視臺喜劇頻道著名主持人Jon Stewart正式退出把持了16年之久的電視
搞笑新聞節目。回顧過去的一年多時閒，幾個經久不衰的夜間電視搞笑節目的主持人相
繼退休，過程不無悲哀之感。有舊人哭就有新人笑，於是觀衆也就跟著笑，舊人被迅速
忘記。

但如果有人想用不同尋常的手法加速這種新舊替換，要怎麽做？要付出什麽樣的代價？
請看

The King of Comedy (1983)     《喜劇之王》

大家對電影大師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並不陌生，他的大製作“黑幫”電影
和反映内心獨孤的人物性格電影在電影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他早年的電影《出租汽車司
機》（The Taxi Driver）捧紅了年輕的明星德尼羅(Robert De Niro)，也間接導致了里根
（雷根）總統的遇刺。

但很多人都沒有看過他與德尼羅合作的這部研究人物個性的電影，而我對這部電影喜歡
的程度要超過他導演的其它某些電影。多年來，斷斷續續也看了兩三遍。

一個想主持電視喜劇節目想瘋了的人（德尼羅飾），和女朋友一起，綁架了當紅的電視
主持人，要挾電視臺，讓他主持一次節目。他的名言是：寧肯做一晚喜劇之王，也不做
一世無名之輩！

結果是意想不到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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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五）
0//14/2015

本周報導的全美“教師荒”現象發人深思。我在《今日話題》中提到教師身上的三座大山：學區、學生
和家長。這三座大山導致教師工作的“吃力不討好”。

英文中有句話説：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中文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做事，沒本事
的人教書（和中國俗話：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異曲同工）。美國喜劇大師伍迪·艾倫更把這句俗
話向前推進了一步：Those who can’t teach, teach gym. （哈哈）中文：沒本事教書的人，教體育。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吃力不討好。很多老師對很多人有很大影響。比如Mr. Holland （我把他的
名字翻譯成“好難得”先生）:

Mr. Holland’s Opus     (1995) （《生命因你而動聽》/《春風化雨》）

音樂家“好難得”先生自認懷才不遇，想通過創作大型交響樂功成名就，但房租和孩子的現實，讓他屈
尊到高中教音樂。進到學校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麽不重要，音樂課是多麽不受重視，自己的夢想是多麽遙
遙無期。但“好難得”先生把自己對音樂的熱情投入到孩子們身上，編織出一曲獨特的Opus （作品）
。

這是一個集娛樂、激情和戲劇的激勵人心的電影。其中不乏精彩對白。挑出幾段，翻譯出來和大家共
享：

Vice Principal（副校長）: 
I care about these kids just as much as you do. And if I’m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Mozart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long division, I choose long division. 我和你一樣關心這些孩子。但如果我必須從莫札特、閲讀和除法中三選一的話，我會
選除法。
Holland（好難得）: 
Well, I guess you can cut the arts as much as you want, Gene. Sooner or later, these kids aren’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to read or write about. 你可以隨意砍音樂和美術課。但遲早有一天，這些孩子會既不知道讀什麽，也不知道寫什麽。
 Iris Holland （好難得太太）: 
Why is everyone else’s child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s?爲什麽在你眼中別人的孩子都比你自己的孩子重要？
 Mr. Holland （好難得）: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When you look in the mirror, what do you like best 
about yourself? 我問你。當你照鏡子的時候，你最喜歡自己什麽地方？
Gertrude Lang （女學生）: 
My hair. 頭髮。
Mr. Holland（好難得）: 
Why? 爲什麽？
Gertrude Lang（女學生）: 
Well, my father always says that it reminds him of the sunset. 我爸說我的頭
髮讓他想到日落。
Mr. Holland（好難得）: 
Play the sunset. Close your eyes. One, two, three, four. 你現在就一邊想著日落
的感覺，一邊演奏你的樂器。閉上眼睛。來，一、二、三、四。
 Holland （好難得）: 
Playing music is supposed to be fun. It’s about heart, it’s about feelings, 
moving people, and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it’s not about notes on a 
page. I can teach you notes on a page, I can’t teach you that other stuff. 演
奏音樂應該是一件享受的事，要奏出感情，要打動別人，要奏出美感，而不是
只照搬樂譜上的音符。我可以教你怎麽讀譜，但其它那些我沒法教給你。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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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六）
08/20/2015

這禮拜夠折騰的：又是女性春藥通過，又是七夕情人節 – 這兩件事好像有點什麽關係 – 
於是一個相關的電影自己送上門來：

Love & Other Drugs   (2010)             （《愛情與靈藥》/《愛情藥不藥》））

導演Edward Zwick以導演嚴肅大片聞名，包括講述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黑人軍團的《光
榮》（Glory），描寫南非鑽石辛酸的《血鑽》（Blood Diamond），探討父子兄弟男
女親情和愛情的《秋天的傳奇》（Legends of the Fall）等。而這個電影是他編劇導演的
愛情喜劇，我感覺娛樂性還是挺強的，裏面兩個明星Jake Gyllenhaal （《斷背山》）和
Anne Hathaway（《斷背山》、《悲慘世界》）我都很喜歡。

電影中Gyllenhaal是藥品推銷員，到各個診所推銷藥物自有其辛酸之處。後來遇到身患
帕金森病的Hathaway。因遭她前男友毒打，Gyllenhaal無法有性生活。正巧，著名藥物
Viagra “偉哥”誕生。儘管藥物可以解決生理問題，但還有心理問題需要面對。不如意
的事情成爲二人關係的障礙。但如果兩人真的情投意合，現實生活也許會讓步···

精彩對話：
女（接電話）：喂？
男：我就是想聼你的聲音···
女：事情就是這樣，你最想發生的事往往不會發生，你最沒想到發生的確發生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囘事：一個
人一生可能遇到數千人，他們當中誰都不讓你有感覺。然後，鬼使神差，你遇到了那一個，你的生活就此改變。
 女（患帕金森病）：我對你的依賴要超過你對我的依賴。
男：沒問題。
女（哭）：太不公平了。我還有很多地方想去呢。
男：你可以去啊，我抱著你去。
女：我可不能這樣要求你。
男：你沒有要求啊。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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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七）
08/28/2015

令人心驚肉跳的新聞充斥著過去的一個星期。周末應該輕鬆一下了。這次給大家推薦一
個還算比較新的浪漫喜劇：

The Rewrite    （2014）        （《編劇情緣》/《愛情二次創作》）

Rewrite 這個英文字在電影工業上，意思是“改寫”，也含有“重新再來”之意。人生
儘管不能重新再來，但小説或劇本是可以不斷改寫的。

曾獲奧斯卡獎，並長年住在好萊塢的英國電影編劇Keith Michael 生活每況愈下，離婚加
破產。為了謀生，只好屈尊到紐約一個私立大學教電影劇本寫作。那裏，他遇到了選他
課程的單身母親，外加一大堆意想不到的麻煩···

扮演Keith的是我喜愛的英國男演員Hugh Grant。這是一個很難讓人不喜歡的演員。他
屬於那種一出現在銀幕上，就讓人有好感的人，所以儘管也嘗試演過壞人，但我沒法討
厭他。

扮演單身母親的Marisa Tomei儘管已經不年輕，但魅力不減，在50嵗以上的女星中，他
應該算相當活躍的了，常扮演絕望無助但性格剛強的底層人物。

精彩臺詞：
Keith：校長，對這個問題你應該有自己的看法吧？
校長：哈！一個有老婆和四個女兒的男人，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自己的看法。
 女：我送你回家。
男：哇，這個餐廳服務真周到。
女：不。你酒喝多了。如果你死了的話，我就選不了你的課了，這樣我的計劃就全毀了。
男：那我的車怎麽辦？
女：你開的是現代牌汽車。明天早上回來，它還會在這兒。
 男：我認爲一個人最應該學的那些東西都是別人教不了你的。所以我不會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女：如果你認爲寫作是無法教授的，那你到這個教室裏來幹什麽？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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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八）
09/04/2015

最近的各類活動都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說和二戰有關的電影，光是
反映亞洲戰場的好電影就非常多，包括一些反戰的日本電影。

本周推薦一部華語電影：

《鬼子來了》            （2000）        （英文名Devils on the Doorstep）

影片由姜文導演、主演，講述抗戰期間，河北農村一個農民必須幫助抗日遊擊隊看管一
個日本俘虜和漢奸翻譯官的故事。

這個電影是展示姜文才華的好片，精彩片斷此起彼伏。導演選擇把它拍成黑白片，是模
仿以往中國大陸抗日電影的風格，表現某种戲劇的延續性。電影的故事獨特，超出過去
將日本軍人臉譜化的做法，表現戰爭中複雜的人性。將近三小時的片長，由於情節驚心
動魄，節奏掌握恰到好處，所以並不讓人感覺冗長。

其中日本俘虜、村民和漢奸之間的巧妙且帶黑色幽默的溝通，讓人叫絕。一般電影涉及
劇中人物為另一個人進行翻譯的時候，都比較苦惱，因爲翻譯的部分只是用另一種語
言，重復別人講過的話，佔用寶貴的銀幕時間，對劇情的發展幫助不大。但在《鬼子來
了》中，漢奸翻譯的故意“誤譯”產生絕妙的效果，也成爲故事發展的支架
。
姜文自己和村民的唐山話，翻譯官的東北口音，都大大增加了電影的真實性。

電影拍出後，獲得當年戛納（坎城）電影節評委會大獎。

遺憾的是，由於電影中有表現中國農民“愚昧”和戰爭的“荒誕”部分，影片中姜文和
女村民做愛的“不良感官刺激”裸體鏡頭，以及演奏“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日本軍歌
等，導致這部電影在中國大陸被封殺。

以下是電影全片視頻：

https://youtu.be/uGAMz68AQ7Q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長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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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四十九）
09/11/2015

本週新聞，南加州一對父女，因涉嫌製造至少70起假結婚而被起訴。
假結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那張“綠卡”。而用這種手段獲得“綠卡”，如果成功，速
度相對比其它移民方式更快，也相對簡單，所以走此捷徑的就不限於華人了。
本周推薦Peter Weir編導的浪漫喜劇 –

Green Card     (1990)             （《綠卡》/《綠卡情緣》）

Peter Weir 來自澳大利亞，以《懸崖下的野餐》 (Picnic at Hanging Rock) 一片獲得國際
聲譽，之後一發不可收拾，連續拿出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危險年代》梅
爾·吉佈森主演），Witness（《目擊者》哈里森·福特主演），Dead Poets Society（
《死亡詩社》羅賓·威廉斯主演），The Truman Show（《楚門的世界》吉姆·凱瑞主
演） 等精彩電影（順便提一下，以上電影全都推薦，基本屬於“必看”範疇）。

在《綠卡情緣》中，法國大鼻子“情聖”Gérard Depardieu扮演一個想留在美國的法國
人，美女Andie MacDowell扮演園藝師，想租一套夢幻屋，而房主只租給夫妻，所以二
人的假結婚就變得一舉兩得。當然，二人並不生活在一起。但是當移民官員發現這個“
老公”連家裏洗手間的位置都說錯的時候，麻煩接踵而來。情況所迫，二人只好同居一
個屋簷下，於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和不同的動機帶出一系列衝突和
笑料···

本片獲得當年好萊塢“金球獎”最佳影片。

電影中女主角一句：“我們不需要喜歡對方，只需要結婚”引發很多夫妻的共鳴，成爲
廣爲引用的一句臺詞。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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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
09/17/2015

這個電影改編自英國小説大師毛姆（Maugham）的作品，由國際明星聯合出演（美國
的Edward Norton，澳大利亞的Naomi Watts，英國的Live Schreiber，中國大陸的夏
雨，香港的黃秋生等），電影音樂鋼琴部分由朗朗演奏，主要情節發生在20年代動亂
的中國。這個故事1934年被拍成電影（嘉寶主演），1957年重新搬上銀幕，2006年重
拍···這就是本周要推薦的：

The Painted Veil         (2006)              （《面紗》/《愛在遙遠的附近》）

這是一個不協調的婚姻：女的追求虛榮和上流社會的生活，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對象，
爲了躲避令她厭煩的母親，答應了從中國回到英國休假的細菌學家的求婚，儘管她并不
愛他。

等先生帶她重返上海的時候，一心研究醫術和當地流行病的先生已無法滿足太太無邊的
寂寞。這段沒有激情的婚姻，讓太太迅速成爲駐上海英國外交官的情人。丈夫知道後，
讓太太選擇離婚或陪伴他一起去中國偏遠鄉村治療霍亂。

離婚的壓力超出太太的承受力，於是二人來到與倫敦和上海有天壤之別的中國農村，開
始了和疾病及死亡打交道的生活。這時他們才發現二人的距離并沒有那麽遠···

以下是精彩臺詞：
1）女：我們真傻，各自都想從對方身上找到并不存在的質素。
2）女：女人喜歡男人，從來都不是因爲看上了他的德行。（中迅插話：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3）女：如果一個男人沒辦法讓女人愛上他，那是他的錯，不是她的錯。
4）      警長（黃秋生）：我認爲中國應該屬於中國人民，但其它國家似乎不同意我的這個看法。
醫生：對，但這與我無關。我沒端著槍來你的國家，我是帶著顯微鏡來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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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一）
09/26/2015

本周，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在美國訪問。大家都知道他的教名是Pope Francis。他的
原名是Jorge Mario Bergoglio，選擇Francis/方濟各是向一個人致敬，這個人就是Saint 
Francis of Assisi，阿西西的聖方濟各。這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極有影響 的重要人物。

本周推薦的電影，講的就是他的故事。

Brother Sun, Sister Moon    (1972)  
(《太陽神父，月亮修女》/《日爲吾兄，月爲吾妹》)

這是意大利導演Franco Zeffirelli的名作。是1968年衝刺奧斯卡獎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之後的作品。他比較擅長的是把歌劇搬上銀幕。對歌劇感興趣的朋友，可以Google他的
名字，找出他導演的著名歌劇作品。我喜歡他的《茶花女》，很有氣勢。他對攝影畫面
和構圖的追求，有時候到了喧賓奪主的地步。

方濟各的父親是富有的絲綢商，對兒子寵愛有加。兒子也理所當然地享受著特權的生
活。但當他從一次地區戰爭中因病返回家鄉後，世界觀和人生發生重大轉變。等他從疾
病中走出時，他的身心已經和上帝，自然結爲一體，蔑視金錢，同情底層的工人。最終
與父親決裂，赤身裸體，脫胎換骨，開始追隨上帝的生活。

他帶著追隨者和朋友靠乞討爲生，走街串巷，傳遞上帝的福音···

聖方濟各是一個以身作則，令人尊敬的歷史人物。把 Zeffirelli的電影當作歷史故事看，
對瞭解當今教皇一些做法和信條的歷史背景，增加對羅馬天主教的理解有很大幫助。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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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二）
10/02/2015

美國政治和總統大選充滿各種戲劇和娛樂，同時也不乏詭譎和悲劇。有時虛構的影視作
品讓觀衆錯訛、着迷（如《紙牌屋》），有時現實會比虛構更精彩，更不可置信（從“
水門事件”開始到眼前的大選）。

表現美國政治和選舉的影視作品多如牛毛，今天給大家推薦一個近年來我看過且印象比
較深的電影：

The Ides of March      (2004) （《三月十五日》/《總統殺局》/《宣戰風雲》）

這是好萊塢明星George Clooney （喬治·克魯尼）導演並出演的作品。已故電影明星
Philip Seymour Hoffman 扮演競選經理。

一個躊躇滿志對政治充滿信心的年輕人（Ryan Gosling）加入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George Clooney）的競選團隊，試圖大展宏圖。但競選的殘酷現實 – 對他的陷害，
種種陰謀，實習生的誘惑，總統候選人的情色事件和無處不在的虛僞 – 讓他的理想逐一
破滅。是被現實打倒，另謀高就，還是將計就計，在紛亂的頭緒中殺出一條血路，是這
個年輕人面臨的選擇。好戲開場了···

Ides of March 的意思是“三月十五日”，來自古羅馬日曆。在西方的傳統中，這是個
不吉利的日子，因爲羅馬的凱撒大帝在這一天被刺殺。凱撒在被殺之前，算命師曾告訴
他，要提防三月十五日的血光之災。三月十五日那天，凱撒在去龐貝劇場的路上見到算
命師，對他說：“三月十五已經到來，一切安好啊。”算命師回答說：“沒錯，但這一
天還沒結束呢。”凱撒進入劇場後就被殺死。

作爲演員的喬治·克魯尼導演過多部電影。出手不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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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三）
10/08/2015

本星期加州通過“醫生輔助自殺”（又名“安樂死”）法案。儘管法案中諸多的限制要
求和普通民衆理解的“安樂死”不一樣，但畢竟是推動病加深了社會對這個話題的討
論。

於是自然想起了已故的“自殺醫生”Jack Kevorkian，也就隨之想到了根據他的故事改
編的，由Al Pacino扮演主角的電視電影：

You Don’t Know Jack            (2010)             （《死亡醫生》）

Al Pacino 因爲這個角色而獲得了電視艾美獎和金球獎的最佳男主角獎。

先說說這個電影的名字。了解英文俗語的人都能看出這個電影名字的一語雙關。首先，
從字面上講，電影名字可以理解為“你不認識傑克”，因爲“死亡醫生的名字是Jack；
但英文有一個俗語：You don’t know Jack about…，意思是“你對某某事一竅不通”
，比如，He doesn’t know Jack about engineer. “那傢伙對工程一竅不通。”所以，
電影名字暗含“你根本不了解傑克這個人，讓我告訴你真實的他吧”的意思。

對於Jack Kevorkian 醫生，我不必多言，他曾經風雲一時，協助多個病患自殺，自己也
因此入獄多年，皆因爲他固執的個性和對“協助自殺”的信念。

Pacino 的表演入戲很深，金球獎獲獎時，全體起立，鼓掌祝賀。

以下是他的獲獎視頻。致詞時，他說：“讓演員扮演一個真人的確是一件很獨特的經
歷···”

https://youtu.be/hYXd4k9sdVo

精彩對白：
反安樂死代表Lynn Mills: 你難道沒有信仰嗎？你不信上帝嗎？
醫生：哦，女士，我當然有。我有自己的宗教，他的名字是巴赫
（音樂家，又譯巴哈），約翰·薩巴斯蒂安·巴赫。至少我的上
帝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傑克的律師：上訴法庭裁決說，有關阻止安樂死的法律措辭太糟
糕，他們不能維持這個判決。
傑克：哦，我很高興，原來上層還是有些聰明人的。
律師：壞消息是，他們同時也認爲自殺不是憲法權利···
傑克：我收回剛才那句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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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四）
10/16/2015

好的紀錄片帶來的思考和共鳴往往能超過故事片。從我以往推薦的電影風格可以推測出
來，我喜歡紀錄片，同時也常常為那些吃苦耐勞和出生入死的紀錄片工作者感到惋惜，
因爲他們的工作似乎注定是無名無利的（除了少數紀錄片名家外）。

本周推薦紀錄片：

Babies             （2010）        （《陽光寶貝》/《寶寶的世界觀》）

儘管是法國紀錄片，但本片沒有任何解説（絕妙！），也沒有字幕（被拍攝的人物有對
話），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看懂。當然，所謂看懂，也是見仁見智，導演只是通過攝影機
傳遞信息。觀衆如何接收，是他們自己的事。

四個國家，四個剛出生的孩子：美國舊金山的Hattie，日本東京的Mari，蒙古的Bayar和
非洲納米比亞的Ponijao，從出生到一嵗多，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成長。把他們這樣平行
擺放，剪接在一起，造成除了視覺之外的強烈心靈衝擊。

如果家裏有已經懂事的孩子的話，一定讓他們一起看這個“無聲”（無解説）電影。非
洲的草棚，蒙古的蒙古包，東京的水泥建築和舊金山的現代感，無疑對這四個孩子的成
長會發生重要作用。而這個作用是什麽？家長如何被周圍的環境影響？這種影響怎樣反
應到孩子身上？孩子有怎樣看待身邊的世界？也許這些正是紀錄片工作者想表現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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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五）
10/23/2015

從敍利亞到伊拉克，從阿富汗到非洲一些國家，大大小小的戰爭持續不斷。在外人眼
中，他們說的是同一個語言，長的樣子也具有突出的地方色彩，甚至可以把它們形容
為“本是同根生”。但當他們在自己的家園刀槍相見的時候，内心的仇恨立刻變成憤怒
的子彈。

那麽，如果把這樣兩個敵對的人放在一個房間裏，拿走他們的武器，讓他們被迫生活在
一起，結果怎樣？

這就是本周要推薦的電影：

Tangerines      (2013)             （《橘子收成時》）

這是一個愛沙尼亞/格魯吉亞合拍電影，獲得2014年好萊塢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提名。如果你看了的話，請炫耀一下：“我看過一部愛沙尼亞/格魯吉亞電影！”仔細品
味導演的想法和手法，你會發現有很多微妙的處理，前後的呼應和弦外之音。這些比較
高級的藝術手法，值得中國導演學習。

我看這部電影之所以感觸比較深，除了導演的功力之外，主要還是它巧妙地用一個非常
簡單的故事，很少的人物和不多的場景，深深地挖掘出人性中深層的東西，讓劇中人和
觀衆明白戰爭的愚蠢和破壞力。

在當今這個内戰砲火此起彼伏，宗教殺戮持續不斷，種族仇恨四處蔓延的世界中，這樣
一個製作成本不高的電影卻能直搗問題的核心，讓我們看到人類紛爭的荒誕、愚蠢、黑
色幽默和毫無意義。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55



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六）
10/30/2015

時間過得好快，一年就這麽過去了。去年萬聖節前夜，我在“每週電影推薦”中給大
家推薦了Shining（《閃靈》/《鬼店》）。可不是嗎，每個星期推薦一個電影，風雨無
阻，五十幾個星期，不就是一年嗎？

現在既然又到了鬼節，那就再應景一次，推薦一個無比可怕的電影:

Audition          (1999) （《切膚之愛》/《再婚驚魂記》）

我并不是很喜歡恐怖電影，尤其是那種純粹以嚇人爲目的的鬼怪僵尸電影。我喜歡是借
鬼怪說事，讓恐怖爲另一個隱藏的主題服務的那種電影。這部電影就屬於二者兼有的那
種。不過，需要重申，這真是一個很恐怖的電影，其中不光涉及到慘不忍睹的人體傷
害，更有心理威懾和深度驚恐的影音組合。看完恐怖電影做噩夢的人千萬不要看，否則
後果我不負責。先在這裏説清楚。

Audition 英文原意是“試鏡”的意思，也是這個電影的引子。

青山重治喪妻多年，孩子成人後，他的好朋友，電視製作人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給
他相親：爲他設計一個假的電視節目，巧立名目，讓他參加假的“試鏡”，給他挑選太
太的機會。長話短説，一個讓青山心動的應徵者出現了。二人似乎有很多共同語言，幾
次約會下來，感覺很不錯，但是，畢竟這個神秘女人的來歷有些説不清···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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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七）
11/06/2015

最近看了一部荒誕喜劇，覺得挺有意思的，想給大家推薦一下。首先，這個電影的名字
就長得離譜，其目的也為造成喜劇效果：

The Hundred-Year-Old Man Who Climbed Out the Window and Disappeared
（2013）        

（中文直譯就是：《一個一百嵗的老人從窗戶爬出去之後就消失了》；目前還沒看到其
它翻譯）

這是一部瑞典電影，離奇的構思有點像好萊塢電影《阿甘正傳》，但荒誕程度有過之而
無不及。這部成本並不高的製作，在全球轉了一圈之後，給瑞典電影工業結結實實地賺
了一大筆。

如果想知道電影内容的話，那這個片名就是很好的概括。而要更詳細地講述這個電影，
反而比較困難，原因是這個百嵗老人和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都有某些密不可分的關係：
他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同桌用餐，美國研發的原子彈，要是沒有他，也解決不了技術
難題，俄羅斯獨裁者斯大林曾與他共舞，愛因斯坦的兄弟也和他一起被關押在古拉格群
島，後來又和一頭大象交了朋友···所有這些歷史見證和奇遇都離不開那扇他出逃的
窗戶，當然，還有炸藥，還有狐狸，還有貓，還有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等等。

這個周末，希望大家面對二十世紀沉重的歷史，面對黑色幽默的電影表現，發出會心的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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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八）
11/13/2015

仔細回想一下，我推薦過的電影，新片不多。而且外國電影比例很重。

本周推薦一個今年的好萊塢電影，是我一個星期以前剛看過的，已經上到DVD和藍光碟
了:

The Gift          (2015)              (《禮物》/《非禮勿弒》)

不管是看介紹還是看圖片或是看視頻廣告，這個電影都會讓人感到是一個所謂“驚悚
片”。其實不然。驚悚的成分是有的，但這不是本片的目的。這也是我推薦這個電影的
原因。

這部影片是澳大利亞演員、導演、編劇和製作人Joel Edgerton自編、自導、自演的很有
才氣的影片。請記住上面這三個“自”，因爲當你看完電影，某些情節和人物揮之不去
的之後，你會想起這位電影工作者的才華。順便提一下，Joel Edgerton在澳洲導演Baz 
Luhrmann的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飾演Daisy的丈夫Tom Buchanan。

《禮物》的故事綫索簡單清晰。一對年輕夫妻因工作關係，從芝加哥搬到洛杉磯郊區，
買了漂亮的房子，準備生兒育女，盡享天倫之樂。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二人在商店遇
到先生的中學同學。之後，這位先生并不怎麽記得的老同學開始頻繁地不約而上門拜
訪，并不停地給這對夫妻送禮物。後來夫妻二人覺得這個人行爲實在古怪，於是找了個
機會正式告訴他，不要再來找他們，更不要送禮。

故事這才開始···

這部電影的娛樂性很高，有不失警世之效，且構思巧妙，有很難預測的結局。希望大家
喜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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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五十九）
11/20/2015

美國總統大選這段時間，一些“非政客”候選人異軍突起，迎合民意。但面對千頭萬緒
的國防和外交問題，這些候選人立刻露出短處，要不張口結舌，要不講錯話，貽笑大
方。這讓人想起2008年總統大選時那個名噪一時的阿拉斯加州州長Sarah Palin和根據她
的參選改變的電影：

Game Change             （2012）    （《規則改變》/《選情告急》）

2008年，當Sarah Palin（佩林）被提名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當多數美國人民
第一次知道她是誰的時候，當她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大電視臺和面對公衆演講的時候，當
競選顧問開始和她近距離接觸的時候，這個衣著入時，化妝得體的保守女王開始顯露自
己的無知，正如太陽下的雪人，隨著溫度的上升而加速融化···

這部電影節奏緊張，對話精彩，表演一流。美國人都知道政客的虛僞和無知，但在投票
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時候，還是要仔細斟酌。Sarah Palin的落敗是注定的，從下面的電影
對白就可看出原因：

總統候選人馬坎：我對她心裏沒底。
顧問甲：不用擔心。
顧問乙：我擔心她單人出場的表現。
顧問甲：爲什麽？
顧問乙：她不知道爲什麽南北韓是兩國國家。
 顧問甲：奧巴馬和佩林都是靠明星效應。
顧問乙：沒錯，但他們還是有一點區別。
顧問甲：什麽區別？
顧問乙：她一個最高法院的裁決都說不出，而奧巴馬是憲法律師。
佩林：我們美國和英國女皇的關係一直很好。我們當選之後，還會繼續保持和她的關係。
顧問：女皇是國君，但不是政府的最高領導者。
佩林：那英國靠誰管？
顧問：他們國家有一個政府職務叫首相。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59



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
11/27/2015

美國是否應該接納敘利亞難民？這個問題交給歷史去回答吧。

在《今日話題》節目中，我們談到難民問題時，我提到了一個令我難忘的電影，《苦海
餘生》。它揭露了美國接納難民史上黑暗的一頁以及納粹德國成功的宣傳手段。儘管是
1976年拍攝，但它是絕對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個優秀電影：

Voyage of the Damned          (1976)       (《苦海餘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因迫害猶太人而臭名昭著的德國，精心策劃了一個不可
思議的宣傳行動:把將近一千名猶太人放到一艘豪華游輪上，讓他們漂洋過海，去古巴或
其它任何國家，衹要對方願意接收，他們即可逃離德國。德國想要傳達的信息是：如果
你們不想要這些猶太人，就不要指責我們排斥他們。

其結果正如德國所預測，古巴不要他們，美國也不要。

船上的乘客們慢慢開始意識到這次逃離背後的陰謀。當游輪轉頭駛回歐洲時，大家知道
等待著他們的是地獄和死亡。

這部1976年的電影因爲人物衆多，所以采用了“明星集合”的選角方法。劇中的主要角
色都是當時一綫的明星扮演。首當其衝的是女星Faye Dunaway（唐娜薇）。在接這個
電影之前，她因主演Bonnie and Clyde，Chinatown 和The Network三部經典電影而名
聲大噪。The Network更是讓她一舉奪得1976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這個周末屬於感恩節周末。在和家人團聚及瘋狂購物之後，看看這個記錄歷史真實的電
影，也許會更珍惜已有的一切。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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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一）
12/04/2015

英語中有一個成語叫“房間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意思
是：儘管所有人都知道某個事情，但大家都閉口不談。比如，某人家出了個罪犯，大家去他家，誰都知
道他家的事，但誰也不會提及。“他家有個罪犯”就是那個“房間中的大象”。

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克倫拜（Columbine）高中發生震驚世界的校園槍擊事件，兩個平日受人
欺負的學生，全副武裝進入學校，血洗校園。
４年之後，2003 年，導演Gus Van Sant根據當時的真實情況，用近乎紀錄片的手法拍攝了本周要給大
家推薦的電影：

Elephant     (2003)      （《大象》）

同年，這部電影在坎城（戛納影展）一舉奪得金棕櫚獎。Gus Van Sant拍過很多好電影，包括《心靈捕
手》（Good Will Hunting），但我最喜歡他這部電影。在目前這個子彈橫飛，恐怖濫殺的世界中，重
新觀看這部電影，更覺得導演極致的冷靜和超高的藝術思維充滿了生命力。

這個電影中的“大象”是什麽？酗酒無度的父親？有房子卻沒有父母的家庭？學校對不良行爲的熟視無
睹？孩子的心理變化？衆人欺負弱者的黑暗人性？請各位自己得出結論。

是否推薦這部電影，我還稍微掙扎了一下，原因是它的“娛樂性”不高，對驚天動地的事件採用了近乎
無動於衷的旁觀拍攝手法，故事敍述和紀錄片差不多。但當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被突然終止的時候，之
前的所有鋪墊集中爆發，給觀衆留下長久的震撼。至少我這樣感覺。

電影中平平淡淡的一段對話：

女學生：你寫什麽呢？
策劃行兇的男學生：噢，這是我的行動計劃。
女：什麽行動？
男：不久你就會知道了。

作爲已經知道行動是什麽的電影觀衆，面對宿命般無法改變的現實，電影觀衆只能感到背後的涼氣。

“大象”就在起居室，不提，不等於他會消失。也許早點面對，採取相應行動，它就會離去。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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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二）
12/11/2015

剛剛過去的星期四，駐好萊塢的外國記者協會公佈了2016年“電影金球獎”的提名名
單（全部名單請參看本網站的“今日頭條”欄目，有關今年“金球獎”的電影介紹請收
聽“今日話題”重播）。

每次“金球獎”或“奧斯卡獎”公佈入圍名單的時候，我都會比較關注“最佳外語片”
這一相對來説不太受重視的項目。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每一個能入圍的外語片都
是那個國家唯一一個能提名的電影，其品質可想而知。再想想過去這些年，中港臺拍了
多少電影，但鮮有能被看中者，所以說“百裏挑一”應該不過分了。
本周推薦2011年獲得“金球獎”外語片提名的：

The Skin I Live In      (2011)     （《吾栖之膚》/《切膚慾謀》）

這是西班牙電影大師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名作。主角是由他捧紅後來到好
萊塢發展的西班牙電影明星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故事講的是整
形外科醫生成功地發明了人工皮膚。這種皮膚可防燒傷。研發的過程是在老鼠身上進行
的，卻從未在人身上試驗過。後來就有了一個這樣的機會···用導演自己的話說，這
是一個不會讓人驚叫的恐怖電影。

因爲電影設計到一個很大的懸念，所以對於這個電影我的建議就是，一個看過這個電影
的人，千萬不要“劇透”。同時，由於電影中有多處暴力和色情的鏡頭，兒童絕對不宜
觀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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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三）
12/17/2015

本星期是德國作曲家貝多芬誕生245周年紀念。

我還真不知道有關貝多芬的電影多不多，到網上查了一下，也查不出所以然。但有一個
關於他和他的女人們的電影，讓我非常難忘：

Immortal Beloved              (1994)           （《不朽真情》/《永遠的愛人》）

印象最深的是，當年我是在Pasadena 一家電影院看的這部電影，當時因爲什麽原因遲到
了，錯過了大約20多分鐘的開場（對我來説，錯過電影的開場，尤其是比較好的電影，
是不可饒恕的事情）。盡管如此，看到高潮處，還是流了眼淚。之後，找來DVD，又補
看了兩遍。

這個電影的貝多芬是英國演員Gary Oldman扮演。電影的名字“不朽真情”是貝氏給某
匿名情人的三封情書上對情人的稱呼。貝死後，人們從他的遺物中發現了這三封情書。
故事一方面在找尋這個神秘女人的蹤跡和真面目，同時也巧妙地表現了貝多芬一些重要
創作的靈感和源泉。你想知道那首著名的鋼琴曲《月光奏鳴曲》以及驚天動地的《第九
交響曲》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嗎？這個電影有獨特的解釋和再現。不管是否與實際相符，
都是相當打動觀衆的。

英國導演Bernard Rose在編劇導演了這部電影之後，又請法國明星蘇菲·瑪索主演了《
安娜·卡列尼娜》。看來他很有些古典情結。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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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四）
12/25/2015

這個星期五（今天）正好是聖誕節，這一天要推薦電影，似乎衹能和這個節日有點什麽
關係。而所謂的“聖誕電影”太多了，多數是皆大歡喜的輕喜劇，好像華語的“賀歲
片”。其中儘管不乏經典，但我實在不想炒冷飯，推薦一個多數人都看過的電影。於是
就想到了：

A Midnight Clear        (1992) (《戰火赤子心》)

顧名思義，這是一個戰爭片。如果說它和“賀歲片”有任何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它的
演員陣容，起用了當年當紅的一批年輕電影明星。

二戰已經接近尾聲，歐洲戰區的美軍派出了一個偵察小分隊，在靠近德國駐兵的地方，
占領了一個古老的城堡，探測敵情。時值寒冬，聖誕季節，偵察小分隊在靠近城堡的時
候，發現一個德國士兵和一個美國士兵，相互擁抱在一起，好像在跳舞。但近看才知
道，這是兩具凍僵的尸體。是誰把他們放在這裏的？爲什麽？隨著劇情的發展，觀衆會
慢慢明白這個黑色幽默的含義。

聖誕節就要到了，美軍占據的城堡和不遠處德國士兵的營地相互在監視、探測對方。在
緊張的對峙中，出現了一棵聖誕樹···

在和平時期看這種殘酷的戰爭片，我們的心態是尋求娛樂和刺激。這部電影兩者兼備。
但除此之外，也摻入了很多人情味的成分，比如出發前，一個年輕女性要爲即將去往前
綫的士兵獻身的情節，士兵之間的兄弟和戰友的情誼等，都會給觀衆留下很深的印象。

以下是這部電影的高清版全片。
https://youtu.be/Lta8USwMkIM

祝大家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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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五）
01/01/2016

今天是2016年第一天。還是想推薦一個應景的電影，同時也還是想獨出心裁一點，也就
是回避那些大衆都看過的所謂“新年電影”/“賀歲片”。眉頭一皺，想到了這個并不是
很“大衆”的電影：

The Hudsucker Proxy             (1994)     （《金錢帝國》/《影子大亨》)

這是科恩兄弟(Coen brothers)第一次嘗試脫離獨立製作，和大電影公司（華納）合作
拍攝的大片。儘管當年票房并不理想，但兄弟二人的風格和對好萊塢早年喜劇電影的模
仿，使得它的娛樂價值還是很高的。

科恩兄弟是很會拍喜劇片的，讓他們成名并進入經典電影名人堂的犯罪電影也不乏喜劇
成分。他們的喜劇表現有時是微妙的，有時是直截了當的肢體和言語表現。

故事發生在1958年。一個大學畢業生從外州來到紐約找工作，進入到一家公司的郵件部
門做一個低級職員。在他渾然不覺的時候，突然被提拔爲公司主要負責人。而這背後隱
藏的巨大陰謀卻和這個年輕人的一個簡單發明，就是後來風靡美國的呼啦圈，交織在一
起。

剪不斷理還亂的是一個著名女記者爲了調查這家公司的秘密，假裝應徵工作，成了主管
的秘書。一連串的悲喜劇就此展開。

新年前夜，大鐘就要在12點敲響，迎來新的一年。一個驚天的秘密就在這最後一秒鐘改
變了一系列人物的命運。

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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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六）
01/08/2016

好萊塢電影金球獎本星期日頒發。除了諸多的提名電影和電視節目引人注目外，晚會主
持人，英國戲劇演員Ricky Gervais的再次出現，也引發熱議，因爲他以“毒舌”挖苦大
牌明星以及公開為無神論者發言聞名（第一次主持金球獎的那次，在晚會結尾時，他高
喊：Thank God for making me an atheist! 感謝上帝讓我成爲一個無神論者！）。

考慮到一些聽衆也許不知道這位英國搞笑演員的風格，也沒看過他演的電影，本周特推
薦他編劇、導演並主演的電影：

The Invention of Lying          (2009) （《謊言的誕生》/《説謊第一人》）

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說真話，不管是夫妻，同性或異性朋
友，同事，家長和孩子，餐廳的服務員，房地產經紀，律師，保險經紀等，大家在交流
的時候，都把最真實的想法告訴對方，那麽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

在這個電影中，Ricky Gervais扮演地球上第一個説謊的人。當然，從這個前提就可以看
出，這是一個虛幻的故事，其中的喜劇元素真是多到信手拈來的程度。最可笑的是，因
爲在那個世界中不存在謊言，於是也就沒有電影故事片，只有像上課一般的紀錄電影和
電視節目。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主人公去銀行取錢，由於他所需要的金額和他的實際存款金額不
符，鬼使神差，第一個謊言就誕生了。歷史由此改變。

但同時，這也是一個藏有陰謀的喜劇。如果單純從男女關係上挖掘笑料，也可自成一
體，成爲一個完整的故事。不過，Gervais的真面目到電影的下半部才顯露出來。
有些事情不必太當真，尤其是對於喜劇和喜劇演員。這個電影一定會冒犯一些人，但也
許這個電影的創作者是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謊言很多時候是必要的，甚至可以把
人從死亡的邊緣拯救回來。嗯，有點道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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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七）
01/05/2016

本星期一開始，就傳出歌壇巨星大衛·鮑伊去世的消息。

鮑伊被視爲二十世紀在音樂、服裝、文化和藝術等方面都極有影響的人物。對他了解的
人，也知道一些他出演或主演的電影。

他的電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本周要推薦給大家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1983) （《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俘虜》)

如果您沒看過這部電影，也沒聽説過劇情，那請記住這是日本名導大島渚的作品，講的
是二戰期間日本軍人在印尼戰俘集中營中和關押的英國俘虜之間發生的種種事件的故
事。其中英國方面的主要演員就是大衛·鮑伊，日方的演員是坂本龍一和北野武。

關於大衛·鮑伊這星期各個媒體有很多介紹。這裡順便提一下坂本龍一、北野武和大島
渚。坂本在電影中扮演有陰柔氣質，有同性戀傾向的日本軍官，面對英俊的英國戰俘（
鮑伊）他内心充滿掙扎和矛盾。而他銀幕外的“正式職業”是作曲家，這個電影的譜曲
就是由他完成的。如果告訴大家，10多年後講中國最後王朝的電影《末代皇帝》也是他
譜曲的話，再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會對他多一些了解。而扮演作風野蠻的看守所軍官的
北野武後來成了日本著名導演，作品得到國際影壇的承認。

導演大島渚1976年的電影《感官世界》因爲大膽、露骨地展示、探討性愛而讓他享譽國
際。

作爲日本導演，大島渚不遺餘力地表現戰俘營中日軍對英國戰俘的殘酷虐待，同時也通
過一些個人的内心掙扎及他們的最終結局，思考戰爭的代價。

祝大家周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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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八）
01/21/2016

上星期的彩票瘋狂已成爲往事。那時我已準備好推薦一個我個人很難忘的“彩票”電
影。但後來因爲歌壇巨星大衛·鮑威的去世，衹好先放下那個電影，推薦了他主演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彩票中獎與我們多數人是無緣的。但中獎這件事又很刺激，娛樂價值很高。如果能圍繞
彩票中獎拍一個電影，故事編得好，會讓茫茫沒有中獎的大衆有些共鳴，不是也能讓我
們發泄一下未中獎的鬱悶嗎？於是，這個好看的英國電影也呼之欲出了：

Waking Ned Devine               (1998)              (《樂翻天》/《樂透天》)

故事發生在愛爾蘭一個衹有52個人的小村莊。淳樸的村民在如時鐘一般重複的生活之
餘，幾乎唯一的樂趣就是購買愛爾蘭國家彩票。每次公佈號碼的時候，電視機前都會有
滿懷希望但又充滿焦慮的村民希望自己的美夢成真。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是那早已習慣
的失望。

但幸運之神在電影開始不久，即降臨這個小村。52個村民當中，真有一個中了大獎。是
誰？這筆巨款如何分配？人性在此時以何種形式展示？一齣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時而
讓觀衆捧腹大笑，時而讓觀衆感動流淚的好電影誕生了。
電影主角Jackie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臺詞: “我們要找到那個大獎得主，爭取在他兌現支票
的時候變成他最好的朋友。”這就是我要對Chino Hills 那位Power Ball神秘大獎得主說
的話。

不管你是誰，請記住，中迅是你最好的朋友。20多年來，每天早上都陪伴著你。好啦，
快去兌現支票吧！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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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六十九）
01/29/2016

前段時間，好萊塢演員Sean Penn因獨家採訪到了墨西哥越獄毒梟而一度佔據媒體頭
條。
當時在《今日話題》節目中評説此事的時候，曾提到過他得到奧斯卡最佳表演獎時的名
言：There’s no such thing as best in acting （“表演無最佳可言”）以及他編劇、導
演的名片，也是本周要推薦的：

   Into the Wild          (2007)      （《荒野生存》/《阿拉斯加之死》）

這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

1992年，一個叫Christopher McCandless的年輕人，懷著對生活和對自我探尋的崇高理
想，只身進入阿拉斯加的無人地帶。受到美國先驗派作家索羅的影響，他想體驗與大自
然融為一體，自給自足的生活，從而找尋生命的意義。

在斷絕了與塵世的關係之後（燒毀信用卡，捐出全部儲蓄），他帶著基本的生存工具，
包括槍彈進入荒野，開始讀書和寫日記的生活。後來因爲迷失方向，沒有食物，不小心
吃了有毒的植物而死在一輛廢棄的校車當中。

Sean Penn花了10年的時間，籌劃拍攝這部影片。電影的拍攝採用時空交錯的敍事方
式。男主角的表演細緻入微，令人難忘。

經典臺詞：
男主角：
 快樂只有在分享的時候才是真實的。
 職業是二十世紀的發明，我不需要它。
 如果我們承認生活只能由理性控制的話，那生活的一切可能性都喪失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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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
02/05/2016

本月28日奧斯卡獎會頒獎。

我以前曾提到過，我比較關注奧斯卡提名當中的“最佳外語片”一項，經驗告訴我，每個提名的電影都
好看，因爲一個國家一年才能提出一個電影，必然是精挑細選的出來的。事實也是如此。

近年來，南美電影格外受到青睞，這要歸功於他們的電影工作者的獨創性和對電影藝術深刻的理解。

本周推薦一個得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獎的電影：

The Secret in Their Eyes  （2009）     （《迷一樣的雙眼》/《沉默的雙眼》）

這是阿根廷名片（之前我曾推薦過阿根廷電影Wild Tales。阿根廷電影很厲害），屬於那類看完之後很
難忘記的電影。

故事發生在1999年，講的是一個政府退休人員Espósito想把25年前的一樁兇殺案寫成小説的事。

1974年，一個年輕漂亮的女青年被奸殺。Espósito 當時負責調查此案。過程中，他發現了重要綫索。
而這個綫索就是貫穿整個電影的主題：眼睛中的秘密。

70年代中期也是阿根廷的動亂時期。這個電影通過一個謀殺事件，也試圖展示獨裁統治下人權喪失的
國情。

好萊塢被這部電影巧妙的情節所吸引，照例把它重拍了一個英文版，還起用了Nicole Kidman, Julia 
Roberts等大明星。但效果也照例不佳。

電影中一個男性角色講了下面這句話，您同意嗎？

“選擇記憶的時候要小心。一個人到最後所剩下的只是記憶了。至少要挑些好的吧。”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以下是電影全片的視頻，有英文字幕：
https://youtu.be/Y_Ib-z3Jq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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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一）
02/12/2016

本周末是情人節，推薦任何與情人無關的電影都不合時宜。可是與情人，愛情有關的電
影浩如煙海，有婦孺皆知的，比如Titanic，也有成爲經典的，如When Harry Met Sal-
ly，當然也有小眾喜歡的，如法國電影Shall We Kiss。如何找一個多數人都能接受的，
娛樂價值較高的情人節電影呢？眉頭一皺，決定推薦：

(500) Days of Summer           (2009)             （《和莎莫的500天》/《戀夏500日》）

當相互喜歡的青年男女對愛情和相處之道理解不同的時候，這個關係該如何發展？有沒
有所謂的“緣分”？兩個人能否終成眷屬是否要靠命運的安排？

對以上問題，電影的畫外音這樣說：（通過這次經歷）如果湯姆明白了什麽道理的話，
那就是，一個人不能把天地宇宙的運動和人世間一個小事連在一起。說巧合是可以的，
因爲有時候事情的發生就是巧合，沒有更多的解釋了。湯姆終於明白，世上本無奇跡可
言，也沒有命運之說，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沒有事先的安排。他知道這一點，現在，他更
確定了。

這是電影的主題還是作者在說反話？

Tom 是男主人公的名字，Summer是他中意的女同事的名字。男孩癡情，堅信愛情，女
孩老成，不信童話。在這個基礎上，二人斷斷續續相處了500天。當中的故事，請大家
自己欣賞了。這裡真想小小劇透一下：女孩的名字叫Summer（夏天）是有原因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情人節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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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二）
02/19/2016

今天不到一天的時間，兩個大作家去世。先是美國女作家Harper Lee，享年89歲。接著
就是意大利作家Umberto Eco，享年84歲。

相比之下，Lee的名聲要比Eco大很多，根據她的小説《殺死模仿鳥》(To Kill A Mocking-
bird)改編的電影，也屬於must-see(必看)範疇，所以無需推薦。但Eco的名作The Name 
of the Rose的電影版是非常值得推薦的：

The Name of the Rose        (1986)       《玫瑰之名》/《薔薇的記號》）

Eco是研究符號學的學者，即探尋詞匯，宗教符號，旗幟，衣裝，音符甚至漫畫深層意
義的專家。光是這方面的著作，他就寫了超過20本。而他對符號的鑽研也滲透在他的多
部小説當中。《玫瑰之名》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也是最成功的一部，銷售超過一千
萬冊。

這是一個非常神秘詭譎的故事：14世紀意大利一個修道院裏不斷發生神職人員被謀殺事
件。這個修道院的閣樓上藏有稀世手稿和古書，其中亞里士多德不爲人知的一個重要文
稿是僧侶們誓死捍衛的，也是謀殺背後的主因。導演刻意營造的中世紀的陰森肅殺，令
人毛骨悚然的修道院和樸素迷離的案情，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我一邊寫這個推薦，
一邊產生了要再看一遍這個電影的衝動）

導演Jean-Jacques Annaud對華人來説并不陌生。去年他和中國合作的電影《狼圖騰》
獲得好評。而反映二戰斯大林格勒狙擊手的電影《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更是
膾炙人口。不要忘了，還有梁家輝主演的電影《情人》，也是他的導演作品。

主要演員Sean Connery(多部007電影)和Christian Slater 
(當年的青春偶像)都表現極佳。

小説和電影的名字《玫瑰之名》曾引發多種解釋。比較
被接受的理解是，作者希望通過這個驚悚的故事告訴我
們這樣一個道理：昨日的玫瑰已經凋零，如今的記憶衹
剩虛名。

看了這部影片，你也許會明白這其中的含義。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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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三）
02/26/2016

進入猴年，應該推薦一個和猴有關的電影，想了半天，居然沒想到什麽印象深刻的和猴
子有關的故事片，如果不算任何以孫悟空爲主題的電影的話。

去年迪斯尼公司出品的一個紀錄片還算不錯，下了功夫，畫面也好看：

Monkey Kingdom      (2015)             (《猴子王國》/《猴王國》)

迪斯尼公司在拍攝動物和自然世界方面比起BBC,《國家地理》和《發現》頻道來説，產
量不可同日而語。那些專精自然的電影/電視公司，把拍攝動物的電影水平提得很高。觀
衆的口味也隨之提高。所以迪斯尼一旦決定推出動物紀錄片，面對的是被好產品寵壞了
的非常挑剔的觀衆。

於是他們另闢蹊徑，用紀錄片的方式，講述一個猴子家族的故事，請喜劇演員Tina Fey
配音。讓不是演員的動物，演一齣有頭有尾有情節的戲，而且不是人寫的故事，難度可
想而知。拍攝團隊進入斯里蘭卡的密林，在一個被猴子占領的廢墟旁，安營扎寨，開始
了對它們的跟蹤拍攝。

在不知内情的游客眼中，那是一群調皮的獼猴，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但動物學家通過
攝影鏡頭，告訴我們那是一個多麽殘酷，等級森嚴的王國。

一個被人起名爲“瑪雅”的母猴，在生下兒子“吉普”之後，開始了從平民向權利頂峰
邁進的艱苦征程。這中間不乏計策和權術甚至犧牲色相，其過程真是驚心動魄啊。這個
電影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看完它之後，下次再見到一群猴子，我們注意觀察，就會發
現它們的社會其實和人類大同小異。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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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四）
03/04/2016

推薦這部電影，會讓我有一種公開心裏小秘密的感覺。好像推薦了這個電影，某些東西就會離
我而去一樣。不過，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許多電影我都看過不止一遍，但專門去電影院看某個
電影超過一次，那是少之又少了。我說的“專門”就是純粹因爲喜歡某個電影，不是應爲工作
或陪朋友或任何其它原因。

這個電影，我在一個星期内，去電影院看了兩次。

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同時也相信電影和欣賞者的緣分。我非常喜歡的電影，不等於別人
也喜歡。打動我的地方，很可能在別人身上不起任何作用。
我想，成功的電影就是努力打動盡可能多的觀衆吧。

Muriel’s Wedding      (1994) (《穆麗爾的婚禮》/《妙麗的春宵》/《一顆恨嫁的心》)

這部澳大利亞電影1994年發行之後，獲得當年本國電影大獎，也將女主角Toni Collette送到了
好萊塢。

一個貌不驚人的小鎮女青年，生活單調，除了癡迷ABBA的歌曲之外，就是想嫁出去，有個盛大
的婚禮。這個看似并不怎麽難以實現的夢想，卻以近乎玩笑的方式，讓她開始了不可思議的生
活之旅。她身邊的那些不愁男友和老公的“酷”女伴們，把她當成擡高身價的陪襯。種種屈辱
她的行爲，父母不幸的婚姻，工作的不順利，小地方的壓抑，把她逼上了一條不歸路。

現實不被想象控制，夢想的實現要付出代價。苦笑，譏笑，尷尬的笑，驚喜的笑，開懷大笑和
笑不出來，都在這部精彩的電影中。

當然，還有ABBA那些不朽的歌曲。它們恰到好處的出現給電影蒙上略帶悲傷的懷舊之感。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74



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五）
03/11/2016

在此之前，我曾推薦過多部韓國電影，因爲韓國的電影工作者在研究娛樂電影結構方面
成就比較高，所以他們的電影可看性也隨之提高。

最近又看了一部韓國的驚險警匪片，決定推薦給大家，原因很簡單，兩個字：好看！

A Hard Day       （2014）    （《走到盡頭》/《非常警探》）

查了一下，這個電影的主要演員有李善均、鄭萬植和申東美等。我一個都沒聽説過。但
也許正因爲這樣，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就沒有欣賞明星的成分，更容易相信劇中人物
的真實性。

警察局高警官的母親剛剛去世，他心情沉重地開車去殯儀館，為了躲避一只狗，他撞死
了一個似乎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雪上加霜的是，他又接到通知，說他的部門涉嫌貪
污，已經被調查。

爲了掩飾自己的車禍和死屍，他開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旅程，其中充滿幽默，驚險，暴
力，驚愕，曲折，最終走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終點（直到最後一秒鐘，他都不知道等待
著他的是什麽）。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75



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六）
03/18/2016

每週推薦一個電影，已經76個星期了？！

時間過得好慢！離預設的100個星期還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簡單回顧一下，發現我推薦的電影中，外國電影的比例還是挺高的。不知道説明什麽問
題。

本星期繼續推薦外國電影：

Cell 211          (2009) （《囚室211》/《奪獄困獸》）

這是西班牙和法國合拍的電影，講西班牙語。電影的情節設計巧妙，驚險且合理。屬於
心驚肉跳地引人入勝那類。

年輕帥氣的胡安，太太剛剛懷孕，他又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做監獄管理員。生活、事業
似乎有了新的開端。爲了求表現，他提前一天去上班。不巧的是，當監獄管理人員帶著
他參觀監獄設施的時候，囚犯發生暴亂。混亂中，其他管理人員逃竄，他被陰差陽錯地
關進空出來的211囚室。好在他是新人，犯人并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於是，
爲了求生，他衹好冒充是新進來的犯人。但在監獄中，尤其是在暴亂的犯人中，要矇混
過關談何容易？

太太有身孕在家，不知先生的死活，警方無法營救他，因爲監獄已被暴徒霸占，政客趁
機做文章，導致民衆上街游行···。胡安知道，要想活下來，衹能靠自己了。暴動的
囚犯有一個凶狠殘暴的領頭人，也許他可以利用一下？

介紹到這裏，如果你還沒看過這部電影的話，應該會有些興趣了吧。

這個電影在西班牙上映之後，
橫 掃 當 年 西 班 牙 最 大 的 電 影
獎，戈雅電影獎，得到16項提
名，最後狂得8項大獎，包括最
佳影片。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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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七）
03/25/2016

“人機大戰”的話題，隨著機器的勝利，很快從媒體和人們的興奮雷達屏幕上消失，但
是我們還是懷著矛盾的心態等待著機器的下一步棋。

本周給大家推薦的電影和下棋有關 – 比起其它類型的電影，這類電影出奇的少，主要原
因應該是棋類運動有太多的心理活動，視覺感不强，内心的衝突和掙扎也很難用攝影機
表現 – 這個反應下棋的電影和電腦一點關係也沒有：

Pawn Sacrifice        (2014)    （《出棋制勝》/《棄卒》）

冷戰期間，美蘇的明爭暗鬥從太空到體育場，從農田到厨房。雙方都想證明自己的意識
形態能製造各種用途最好的工具，產生各個領域最好的人才。美國在太空探索，間諜情
報，體育比賽，宣傳洗腦等方面似乎都略遜蘇聯一籌。而在國際象棋（西洋棋）這個蘇
聯一家獨大的智力項目方面，美國和蘇聯的差距近乎業餘和專業。

這是一個叫Bobby Fischer的象棋神童降臨到美國。他那猶如神助的棋力讓他所向披靡，
一舉成爲這個項目有史以來年紀最小的大師。

但任何一個領域都是“天外有天”，俄羅斯國際象棋大師Boris Spassky就像一座不可逾
越的大山屹立在美國神童的面前。

1972年二人的“世紀對決”在冰島拉開戰幕。

兩個人都肩負著國家的榮譽和民族的厚望，棋盤成爲兩國交鋒的戰場。然而，各種想象
不到的因素，一廂情願的安排和歷史的嘲弄，將戲劇推
向意想不到的高潮。

而這一切都是真人真事。你不需要會下棋，也完全可以
欣賞這個精彩的故事。

電影的名字直譯是“犧牲卒子”。卒子是象棋中最不重
要的子，但在特定的場合，它卻可以發揮制勝的威力。
如果把國家關係看作是棋局之爭的話，那兩位大師是否
都是無足輕重但又舉足輕重的卒子呢？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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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八）
04/01/2016

南加州聖佛南度谷(San Fernando Valley)是美國（也許是全世界）的色情電影中心。這
個地區儘管不大，但普通居民的生活還是和那些色情電影演員毫不相干的。走在街上或
超市，也未必能隨時見到穿著曝露，身材火辣的A片演員。

本周要推薦的這個電影就是講這樣一個演員的故事。2012年上映的時候，算小小風光了
一下，得了一些獎項。

Starlet             (2012)             (《待绽蔷薇》/《小明星》)

21嵗的色情電影演員Jane（由作家海明威的外孫女Dree Hemingway扮演）還處在為生
計掙扎的階段，畢竟這個行業的競爭也是很激烈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一個處理舊
物的“草坪雅售”(Yard Sale)上花了五塊錢買了一個在美國家庭比較少見的暖水瓶。回
家以後，在清洗的時候才發現，暖水瓶中藏了大筆現金。對於一個急需金錢的人來説，
這筆從天而降的財富有著不可抵抗的誘惑力。而且，她完全是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的這
個暖水瓶。她沒有任何理由不把這筆橫財留下來。況且那個處理家庭舊物的老太太也是
與她毫不相關的個陌生人。但是爲什麽她感到於心不忍···

故事由此展開。

這個暖水瓶讓一個年輕的色情演員和一個85嵗、喪偶的老太太的生活交織在一起。接下
來發生的甜酸苦辣就要請你自己去品嘗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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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七十九）
04/08/2016

儘管Tim Burton 是很有才華的導演（《愛德華剪刀手》、《蝙蝠俠》、《查理和巧克
力工廠》、《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等），但總的來說，我不怎麽喜歡他的電影，對我來
説，他的電影多數很燥閙，用我的承受力衡量，算比較極端。

但我對他的一部電影特別喜歡，就是本周要給大家推薦的：

Big Fish                      (2003)             (《大魚》/《大智若魚》)

這是一個講父子關係和愛情的奇異怪誕電影。

父親和成年的兒子關係疏遠，多年不聯係了。父親在臨終前，對身邊的兒子講述了自己
年輕時的種種離奇的經歷。因爲年代久遠，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已無法證實，但其中不可
思議的想象力和無法抵抗的畫面感，將兒子帶入到一個童話般的世界中去。

你相信嗎：用結婚戒指釣大魚？在沼澤地帶遇到巫婆？綠野仙蹤般的小鎮？美人魚？兩
頭舞女？能變成狼的馬戲團老闆？巨人···

懷著巨大的好奇心和疑慮，兒子開始對父親不可思議的故事的調查。在這個過程中，兒
子發現了自己想像力和講故事的才能。同時他也意識到，“講故事”對生存是多麽重
要。

後來，兒子也有了兒子，故事就這樣一代代傳下去。

這個電影娛樂性極強，當中的愛情故事溫暖感人。電影音樂抒情動聽（獲得奧斯卡提
名），演員陣容強大（英國明星居多）。是一個難得的好電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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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
04/15/2016

有些電影讓觀衆流著眼淚看完，有些讓你流著口水離開電影院。本周推薦的這個電影，
讓你口水從頭流到尾，同時也會因感動而流淚。

在“每週電影推薦”終結的第100期到來之前，一些好看的紀錄影片必須“提到議事議
程”上來了。

好看的記錄片太多了！

小野二郎在東京某辦公大樓地下室開了一個只有10個座位的壽司店“數寄屋橋次郎”。
這麽個不起眼的小店，面對日本無處不在的壽司文化，本應慘淡經營，爲什麽它可以連
年拿下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評價？名聲遠揚到海外？每位客人最低消費$250？需要提前數
月（也許更久）定位？小野二郎何許人也？這些問題都會在電影中找到答案。

Jiro Dreams of Sushi              （2011）                    （《壽司之神》）

85嵗（2011年）的小野二郎50多年鑽研製作“完美壽司”的秘訣，體現出一種日本人的
執著。一個小小的壽司，涉及到多種食材，米，魚肉，紫菜，配料···，其製作過程
可繁可簡，但繁和簡的區別會體現在入口的瞬間。對小野來説，製作壽司無疑等同於一
種藝術創作，一個發洩激情的渠道，一個堅忍不拔的旅程，最終達到心中期待的終點。
這個紀錄片不光記錄了一個人一生的追求，更激發有心的觀衆思考自己的追求和願意為
之付出的努力。

小野在電影中所說的這句話最好地概括了他的人生理念：“我做的工作是重復性的，但
每一次重復都是一次改進。我總是渴望能多一點成就。於是就不停地攀登，希望有朝一
日能達到頂峰。但沒人知道頂峰在何處。”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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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一）
04/23/2016

當兩個陌生男女在異地相遇，當他們相互產生好感，當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卻不想讓
這段情緣終結，當晚餐後男方提出要女方讓給他一個吻···故事突然向一個意想不到
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本周要給大家推薦的電影：

Shall We Kiss?           (2007)             (《請吻我》《我們來接吻》)

這是一個法國電影。大家也許會認爲，在浪漫的、男女關係相對比較開放的法國，這種
相遇及隨後發生的一夜情或長久關係，應該不足爲奇。但這個電影通過故事中的故事，
深入探討了男女的心理狀態。從起初的言語試探，到越界的初吻，每走一步，其實都觸
目驚心。

這個電影的獨特之處在於，故事中的男女都能夠很直白地把内心深處的想法講給對方，
同時也一起面對複雜的後果。既有探索，又有真情，還不失幽默，是一個非常法國的電
影。

觀衆在跟隨故事的同時，很難不將自己置身於故事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
判斷。直到你發現，你已經被情節帶上了一條不歸路。電影中探討的嫖妓，婚外情，男
女挑逗和一夜情等，都是現代社會男女面臨的問題。所以，它既娛樂，又引發思考。相
信你一定會喜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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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二）
04/29/2016

Susanne Bier是丹麥優秀的女導演，她的電影有内涵，有深度，以不渲染的手法抒發情
懷，引發思考又不失娛樂，所以也常常得獎。

我一般第一次看到一個導演的作品就喜歡的話，會把她其他的作品找來看看。Susanne 
Bier就屬於這類。她的Open Hearts，After the Wedding，Brothers等都是極好的電影。

本周給大家推薦她2010年獲得“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

In a Better World        (2010)             （《更好的世界》）

一個家住在丹麥的瑞典醫生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組織後，一半的時間在軍閥混戰的蘇
丹救死扶傷，另一半的時間在丹麥處理和太太分居和離婚的問題，因爲太太不能原諒他
的婚外戀。他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

電影的名字叫《更好的世界》。從以上的劇情上看，這個世界不怎麽樣。一邊是戰火紛
飛，另一邊是家庭矛盾，讓醫生有“無藏身之處”的感覺。雪上加霜的是，他12歲的兒
子在丹麥的學校惹了麻煩，因爲他拿刀去學校，保護一個備受欺凌的孩子。

從硝烟滾滾的非洲窮國回到童話故事作家安徒生的故鄉，儘管表面的反差很大，但現實
的矛盾逼迫人們做出困難的抉擇。如何解決自己婚姻的問題，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面對
邪惡？怎麽緩解非洲的窮困、戰爭和疾病？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被編寫進電影中，讓觀衆
思考不可逃避的生活難題及什麽是“更好”的世界。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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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三）
05/06/2016

“看見遠方的那座山了嗎？好像離我們那麽近。當你年輕的時候，一切都好像很近。那就是未來。”高
齡的電影導演讓身邊的創作小組人員從望遠鏡看出去。然後調轉望遠鏡的鏡頭。“現在，一切都變遠
了。這就是你年老之後看到的東西。一切都顯得那麽遙遠。那就是過去。”

高齡電影導演：“有什麽大不了的！人，藝術家，動物…植物！我們其實都是跑龍套的。”
高齡電影導演：“有人説情感這東西被過於誇大了。這是句屁話！我們除了情感，一無所有。”
離婚女性：“有時候，我睡覺的時候，我爸爸就這麽一直看著我。但昨天晚上，他輕輕撫摸了我的面
頰，這是我有生以來他第一次這樣做。衹不過，當時我并沒有睡着… 我是在裝睡。”
高齡電影導演：“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什麽時候是裝睡。”
英國女皇特使對音樂家：“你爲什麽覺得皇室可親？”
音樂家：“因爲它很脆弱。有一個人不在了，突然好像整個世界都變了。就像婚姻一樣。”

以上是本周要推薦的電影的部分臺詞。

一對退休的老朋友，電影導演和古典音樂指揮，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下的一個豪華酒店度假。進入老年，
他們的話題中多了前列腺（攝護腺）、成年子女離婚、往事和思念。我們遇到步態艱難的老年足球明星
馬拉多納（馬拉度納），前來拍戲的年輕好萊塢明星，環球小姐，英國歌星和好萊塢老牌影星。

昔日的輝煌（足球，音樂，電影···）與如今老化的身體機能和記憶交織產生的困擾，身邊無處不在
的青春，綠草和激情的音樂，構成意大利導演Paolo Sorrentino的電影：

Youth             (2015)             (《年輕氣盛》)

兩年之前，Sorrentino憑藉著電影The Great Beauty (《絕美之城》)剛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15
年的這部電影再次探討老年和青春，過去與未來，生與死，承諾與背叛，美和醜，親情和友情，外貌與
内心，性愛和情愛，現實與夢想等永恒的主題。

就我個人來説，沒有得奧斯卡獎的Youth比得奧斯卡獎的The Great Beauty好看很多，也更打動人。這
也是我沒有推薦The Great Beauty的原因。

本片有多個高潮，但電影最後，當世界第一女高音，韓國的曹秀美，以她溫厚抒情的聲音唱出主題曲A 
Simple Song (《一首簡單的歌》)時，整個
電影的鋪墊在此時爆發，生戰勝了死，美取
代了醜。原來，所謂的老和少也無非是相對
的。正如歌詞中唱的那樣：有了真情，人都
變得完整：

“我現在感覺完整了，我失控，我回應，
我 顫 慄 ， 我 崩 潰 · · · 我 知 道 什 麽 是 孤
獨 長 夜 ， 我 什 麽 都 知 道 · · · 現 在 我 爲
你 而 活 了 ， 我 什 麽 都 不 保 留 了 ， 我 現 在
感 覺 完 整 了 ， 當 你 在 我 耳 邊 低 語 我 的 名
字。Oooooooooooooooooh!”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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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四）
05/13/2016

女管家：“你有沒有想過性的問題？”
牧師：“性？”
女管家：“《聖經》裏面充滿了性。”
牧師：“《聖經》？”
女管家：“對，比如，所羅門之歌。”
牧師：“噢，那是一個敬愛上帝的人對神的表白。”
女管家：“不對，那是性的表白。你再看一遍吧。”
牧師翻開《聖經·舊約·雅歌》（音樂起，畫外音深情地朗誦開始）
“願他親吻我的嘴，因爲你的愛比酒更濃；他的果實無比甘甜。他的左手放到我的頭下，他的右手將我
抱起···”這段精彩配樂朗誦，請看下面的視頻。朗誦者正是英國國寶喜劇明星“豆豆先生”：

https://youtu.be/QNK6oj22IHU

這也是本周要推薦給大家的電影：

Keeping Mum             （2005）        (《保持緘默》/《殺手妙管家》)

這是一部精彩的“黑色幽默”電影。三個優秀的英國演員Rowan Atkinson（豆豆先生）
，Kristin Scott Thomas和Maggie Smith和已故美國影星Patrick Swayze（Ghost）共同
奉獻的傑作。

英國一個小鎮牧師過於注重工作，冷落了妻子和女兒和兒子。妻子有婚外戀，女兒頻繁
更換男友，兒子在學校被人欺負。

但是，當新聘用的管家到來的時候，這一切都改變了。片名Keeping Mum一語雙關。一
個意思是“留住媽媽”，另一個意思是“保守秘密”。用在這個電影上，實在是絕妙。

“豆豆先生”一向擅長“出糗”，在很多影片中也常被愚弄。但在這個電影中，他不失
幽默的表演中增加了情感和嚴肅成分，讓觀衆對他的演技再次贊嘆不已。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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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五）
05/21/2016

我以前也説過，我不看任何電視劇，因爲很多電視劇太好看，我怕上癮，耽誤時間。但
凡是有關動物的電視系列節目，衹要製作精良，我絕不想錯過。

BBC是拍攝大自然紀錄片的大戶，製作了許多百看不厭的精品。本周爲大家推薦電視系
列節目：

Africa (2013)             (《非洲》)

這是一部歷時四年的大製作，共六集，主角是海陸空的各類動物。動物因爲不是演員，
所以不會配合演出。要拍到精彩瞬間，需要漫長的等待，辛苦的安排和對動物深入的瞭
解。

你見過兩隻雄性的長頸鹿爲了爭奪交配機會而進行的殊死搏鬥嗎（比《葉問》好看）？
一隻鳥如何從地鼠嘴裏騙出食物？見識過什麽叫“地下湖泊”嗎？母象是如何面對生命
垂危的小象？花朵中的甲殼蟲用什麽方法爭取異性的愛？水鳥怎麽處理兩個孩子之間的
殺戮？

系列節目的主持人是英國，乃至全世界，極受尊重的自然學家，電視主持人David At-
tenborough。他那熟悉的，略帶沙啞的英國口音和溫和的舉止，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他主持的每一個動物系列紀錄片都很好看。無一例外！

不多說了，自己去看吧！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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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六）
05/27/2016

一般來説，一個人看了好看的電影就想推薦給朋友。當年我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就有
這個衝動。本周要推薦的電影是：

The Disappearance of Alice Creed    (2009) 《愛麗絲的失蹤》/《愛麗絲失蹤事件簿》）

這是一部英國電影。

兩個獲釋的囚犯綁架了一個年輕女性。這個綁架計劃是他們二人在監獄中策劃的。被綁
架的女性是一個富豪的獨生女。綁架的目的當然是要贖金。

接下來就發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

聽起來是一個老套的情節，但編劇導演還是能找到獨到之處，其中之一就是將人物壓縮
到最少，基本上衹有兩男一女三個演員，然後把場景局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内。而我們
知道，人物越少，場景越局限，電影就越難拍得好看，因爲它畢竟不是話劇。但是，在
創作人員的巧妙安排下，這些局限都變成了讓觀衆目不轉睛的亮點。

演員的挑選和表演也是本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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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七）
06/03/2016

不知道這個網站的讀者有多少看過土耳其電影。如果沒有，這個土耳其、法國合拍的電
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它會讓你在對這個國家有一些瞭解的同時，看到它電影的成熟和
大膽。

Mustang          (2015)             （《野馬》/《少女離家記》）

我們也許對土耳其這個古老的國家不很瞭解，甚至有些誤解。作爲歐盟的一員，它到底
是保守還是開放？這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具體說，已經進
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可以騎在男孩子的肩膀上戲水，但卻沒有選擇丈夫的自由；她們可以
受教育，但家長也可以隨時剝奪這個權利。

電影中一個難忘的片段：小小年紀的女孩在家長的逼迫下嫁給了陌生人，新婚之夜，新
郎的父母焦急地等在“洞房”門口，對著屋裏的新人高聲發問：“床單上有沒有血？”
新郎驚恐地發現，床單是乾净的。挫敗感讓他無法面對父母，新娘臉上的無辜，讓他束
手無策，於是全家人緊急進入醫院···

這就是當今土耳其的縮影。

這個電影講的是五個未成年的女孩，因爲失去父母，所以寄養在祖母家裏。她們相依爲
命，爲爭取一點點自由和快樂，和祖母及叔叔展開鬥智鬥勇的拉鋸戰，甚至不惜付出鮮
血的代價。她們身上放射出來的青春的光芒更凸顯了傳統的可憎。

導演是土耳其女性。儘管這是她第一部故事片，但卻得到好萊塢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外
語片的提名。電影表現的是青少年女性的欲望和所受到的壓抑，但手法巧妙，沒有任何
裸體和赤裸裸的性的鏡頭，卻讓觀衆無時不感覺到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女性的魅力和青
春的誘惑。

在這個男性主宰一切的國家裏，男人的暴力通過手槍、球場打鬥、性侵犯和家暴等情節
一一表現出來，與此同時，他們卻恬不知恥地站在道德和宗教的制高點上，管理、教
訓、毆打、擺佈家庭中的女性。
這種强烈的對比，正是導演要展
示給本國及國際社會的。

也許電影中反應的現實，并不局
限於土耳其。也許它是一面鏡
子，讓一些人看到自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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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八）
06/11/2016

上星期推薦了一個也許讓大家耳目一新的土耳其電影《野馬》。本周推薦一個約旦電
影，它和《野馬》的共同之處是，相比好萊塢來説，都屬於“電影小國”的產品，但兩
個電影也都在同一年，2016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Theeb              (2014)             （《希布》/《沙漠小野狼》）

“Theeb”是阿拉伯語“野狼”的意思。但這個電影中，除了聽到幾聲野狼的嚎叫之
外，和野狼并沒有什麽直接關係。其間接關係是，某些人的身上，具有野狼的特質。這
樣的人，你輕易不要惹他。而這個電影的名字Theeb，“野狼”，是一個貝都因族男孩
的名字。一個講具備野狼特性的男孩子的電影，聽起來就很有意思。

不記得是否看過其他約旦電影，這很可能也是我看過的第一個約旦電影。

故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鐵路的建造使得一些過去以向導爲生的貝都因人的生
活受到衝擊。這些游牧民族當中的一些人，專門爲前往麥加朝聖的人帶路，穿越沙漠和
山谷。對於有此需求的客人，他們都是以禮相迎，熱情招待。一天晚上，來了一個英國
軍官，身上帶著一個神秘的盒子，要求他們帶領他前往奧斯曼帝國建築的一段戰略性極
强的鐵路。

名叫“野狼”的男孩子，不聽哥哥們的勸告，一定要加入他們的行列。一系列意想不到
的事情接踵而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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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八十九）
06/17/2016

在阿富汗駐扎的多國軍隊中，有一個來自丹麥的連隊，他們的任務是爲軍營旁邊的村莊
巡邏，防止塔利班的騷擾，同時在當地的居民中建立信任。

巡邏會遇到敵方的炮火和地雷，和當地村民打交道也搞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而遠在家鄉丹麥的親人每天也過這提心吊膽的生活，他們不知道哪天會接到通知，告訴
他們自己的親人已經戰死沙場。

在這個大前提下，展開了本周要推薦電影的故事：

A War             (2015)             (《戰爭》/《一場戰爭》/《英雄戰犯》)

在一個士兵被炸死後，連長皮特森爲了鼓勵士氣，身先士卒，主動提出離開營地，加入
到巡邏隊伍中。

後來就發生了和塔利班的交火以及在千鈞一髮之際指揮官需要做出的決定。爲了這個決
定，皮特森需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

這個電影的名字叫“戰爭”，但卻不是一個表現打仗的電影。它通過一些間接的細節把
戰爭的殘酷，在伊斯蘭世界駐扎的西方軍隊面臨的分分秒秒的危險，軍人家屬在本國的
焦慮等表現得淋漓盡致。觀衆在跟隨故事情節緊張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逃避地對戰爭進
行思考。

本片獲得2016年，第88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89



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
06/24/2016

別的國家不説了，單說美國喜歡“觀鳥”的人，他們被稱爲“birders”。他們的生活
以鳥爲中心，對上千種鳥類的名稱，栖息地，習性和歷史瞭如指掌。我就認識這樣一
位“鳥人”，曾在本網站寫文附圖介紹他（http://www.am1300.com/wp-admin/post.
php?post=6581&action=edit）。

本周要推薦的電影是一個輕鬆幽默，明星薈萃的喜劇片，講的就是一群“鳥癡”的故事:

The Big Year              (2011)       (《觀鳥大年》/《年度鳥事》)

當然，它絕不是衹拍給喜歡鳥的人看的電影。如果你是真正的愛鳥者，你會對電影中鳥
的出現率低而感到失望。這個電影是根據一本暢銷書改編的，其真正目的是借鳥事說人
事。

電影的情節很簡單，一句話概括:三個不相識的觀鳥人比賽在一年當中誰看到的鳥最多。
一個是電腦工程師，一個是大公司創辦人，一個是修房頂的承包商。因爲愛鳥，三人殊
途同歸，於是展開明爭暗鬥，爭搶紀錄。

這是一個輕量級電影，不用動什麽腦筋，看著好玩，欣賞一下至少七個大明星的表演和
串場，發出一些會心的微笑，然後搖搖頭，自言自語一下：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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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一）
07/01/2016

本周末是美國國慶日，為這個節日推薦電影是一件頭痛的事，因爲如果把反映美國歷史
的好電影都計算在内的話，實在太多了。

正好前段時間在加州首府發生美國納粹光頭黨和抗議民衆發生流血衝突的事，於是想到
了一個非常好的電影：

American History X               (1998)       (《美國X檔案》)

作爲生活在美國的普通華人，我們也許沒有機會與新納粹主義或白人至上的光頭黨成員
打交道。但他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經過洗腦後，也會變得非常暴力。

故事講的是洛杉磯兩個有新納粹主義信仰的白人兄弟，他們活躍在威尼斯海灘市。哥哥
因殺人被關進監獄，弟弟是高中生。他們的父親是消防員，但有著很深的種族主義偏
見，常在飯桌上發表種族歧視的言論，對孩子的影響很深。

弟弟在課堂作業的問題上，和猶太裔的老師發生衝突，面臨被學校開除的懲罰。猶太老
師讓他寫一篇作文，講他有納粹信仰的哥哥，以保留學生資格。一幅光頭黨生活的畫面
由此揭開。

電影採用了黑白和彩色的對比方式，黑白部分是倒敍，彩色是現在。儘管這是一個很暴
力的電影，但不落俗套，人物轉變可信，真實。主角Edward Norton，這個演過富有犧
牲精神的醫生和可愛的童子軍指揮員的演員，把一個兇狠的納粹光頭黨的形象塑造得無
懈可擊。他也因爲這個電影，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國慶長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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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二）
07/08/2016

很多電影及文學作品探討所謂“代價”問題：如果我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得到什麽，失
去什麽；如果一個人的性格是直言不諱，會付出什麽樣的代價；如果一個人有雙重性格
或表裏不一，生活會提出什麽樣的交換條件等等。

本周要推薦的這個電影中，充滿了各種交換，而且幾乎都是在無比驚險的情況下完成
的：

Headhunters                (2011)             (《獵頭游戲》)

這是挪威和丹麥合拍的電影。

“獵頭”本來是爲大公司找管理人員的職業，但在本片中，它一語雙關。

主人公Roger 就是這樣一個專門爲大公司尋找主管的“獵頭”者。但人所不知的是，他
同時還是一個手段高超的藝術品竊賊，所獲暴利能讓他，這個貌不驚人，身材矮小的男
人，過奢華的生活，娶漂亮的太太。

但是 – 整個電影說的就是這個“但是”  – 這樣的生活是有代價的：偷竊是犯罪行爲，
要付出牢獄和破產的代價，太太是紅杏，要付出出墻的代價，金錢是引誘要付出競爭的
代價，“獵頭”到最后很可能是別人獵自己的頭···

Roger 有一個行竊的搭檔，還有一個專門研究電子跟蹤系統的客戶，他們之間各自心懷
鬼胎，相互利用，相互殘殺。

這是一個非常驚險的電影，人物關係瞬息萬變，爲了能活下來，獵人和獵物都無所不用
其極。故事情節的轉折讓觀衆眼花繚亂，心驚肉跳。

難怪這個電影發行以
後，成爲挪威有史以
來最賺錢的電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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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三）
07/15/2016

Atom Egoyan 是有才氣的加拿大導演。我這裡說的才氣是特指他從悲劇中找到詩歌的風
格（連兩個人坐在靜止的車裏講話都能變得富有悲情的詩意），以及深度揭發生活中巨
大反諷的敍事。

最早結識Egoyan的電影是1997年的The Sweet Hereafter（《莫失莫忘》/《意外的春
天》），後來開始跟蹤這個導演。

最近看了他的新片，再次感受他的電影風格，並受到震撼。因此特別推薦：

Remember      (2015)       (《記住》/《我記得》)

美國某老人院裏來了一個罹患老年失智症的大屠殺幸存者，92嵗了，名字是Zev，猶太
語“狼”的意思。他和另一個住在這裡的大屠殺幸存者Max成了朋友。二人的家庭成員
都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Max因爲癱瘓，行動不便，只能坐在輪椅上，但他有一個大型的獵殺潛逃在美國的德國
戰犯的計劃。因爲他和Zev曾在同一個集中營，所以只能依靠Zev去執行。而Zev儘管記
憶有嚴重問題，但他有強大的報仇動機。

爲了使計劃順利，Max把所有的步驟都安排妥當，並詳細地寫在紙上，讓行動緩慢，記
憶喪失的Zev一步步完成方案。

Zev出發了。一切都絕對遵循紙上的指令，但現實並不按照人的計劃發生，這兩者的衝
突成就了這個近乎完美的電影。

高齡演員Christopher Plummer，86嵗，（《音樂之
聲》/《真善美》中的上校），為本片提供精彩的表演，
為電影的高潮增加了震撼力。

反映二戰猶太人苦難的電影很多，但如此的表現方法，
絕對獨特。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說，任何人看了這部電
影，都永遠不會忘記。

哦，對了，這部電影的名字叫Remember，直譯就是“
記住”。這個英文字在電影中的意義可不止一個啊。等
你看到最後一分鐘的時候，才如被當頭棒喝一般明白它
的意思。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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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四）
07/22/2016

很多電影，或其他形式的娛樂，都是給我們提過所謂“逃避”的途徑。

我們需要逃避什麽？

如果我們認爲生活太艱辛，精神壓力太大，皮肉之苦太深，需要在看電影（或看音樂
會）的這短短的若干小時逃離現實的話，那我希望大家在看了我本周推薦的影片後，應
該多少有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感覺了：

Life Story                    (2014)       （《生命的故事》）

David Attenborough 是舉世尊重的生物學者，這一點，以前在推薦反映大自然的紀錄片
時曾提過，不多贅言。《生命的故事》是他領導下的又一個貢獻。

這是一個六集的紀錄片，反映動物生命的六個階段：出生、成長、成家、爭權、交配和
養兒。

看了一個動物從出生到養育的過程，真是又感慨又感動。第一集拍攝的動物之一是格林
蘭島的黑雁鵝。幼鳥出生後，生活的第一步居然是以“自殺”方式開始，即，從400多
英尺的高崖上跳下！幼鳥家長的無奈和孩子的勇敢，幸運的存活和悲慘的死亡，催人淚
下。觀者也只能希望自己下輩子不要變成這種鳥類。

還有幼小的鯨魚。它必須跟隨母親長途跋涉，後面尾隨
的雄性鯨魚，爲了獲得交配的機會，必須置它於死地。
生活尚未開始，死亡已緊隨其後。

這個生與死的相互交織貫穿於動物生活的所有階段，從
蜘蛛螞蟻到猩猩大象，無一例外。

看到動物們為了找一口飯吃，爲了搭建一個巢穴，爲了
爭奪一個配偶，爲了養育下一代，真是歷盡滄桑，步步
驚心啊！這就是它們生命的故事。

除了娛樂，感慨之外，作爲高級動物的我們，也真應該
從它們身上學到一些寶貴的東西。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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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五）
07/29/2016

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你是一個比利時女性，有一個收入并不高的老公和兩個未成年的孩
子，你因罹患憂鬱症而失去了工作，後來戰勝疾病，回到工作崗位。但你的上司因爲你
的病史，想把你排擠出去。而你所在的太陽能發電公司因爲受到來自亞洲的競爭，衹好
裁員，裁掉你，其他十幾個員工就有獎金可拿。如果大家投票，多數人願意爲你犧牲獎
金，那麽你的工作就可以保住，但所有同事的獎金都沒有了。你該怎麽辦？挨家挨戶敲
門，讓你的同事放棄獎金？還是黯然離去，靠政府的救濟生活？

再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你的工資并不高，每日辛苦工作，家裏有種種賬單要付，包括孩
子的學費，房子的維修，你一直想買但湊不夠錢無法買的東西等等。這時，公司通知
你，可以拿到一千歐元的獎金。你欣喜若狂，至少接下來一年的水電費都搞定了，還可
以支付一些債務。這時，響起了敲門聲，你的一個并不是很熟的女同事，一個以前得過
憂鬱症的人，站在你家門口，請求你投票放棄獎金，保住她的工作。你該怎麽辦？不要
忘了，如果你投票放棄獎金，也會影響其他人的獎金。你做得到嗎？

這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通過一個電影：

Two Days, One Night             (2014)             (《兩天一夜》)

這部電影再度展示出Marion Cotillard 無懈可擊的表演。這位法國女演員因2007年的電
影《玫瑰人生》而獲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之後還演
了《盜夢空間》等好萊塢電影。而這部《兩天一夜》又
給她增加了一個奧斯卡最佳演員提名。

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工，對生活有著并不高的要求，但現
實一定要把她的處境和許多其他人密切聯係在一起，和
這些人進行最殘酷的接觸，要他們爲自己放棄利益。

隨著電影的進行，我們瞭解到了很多微妙的心理和人的
處境，我們在理解和同情的同時，也有著痛苦的糾結。
但等電影完結的時候，我們也許會明白一些道理，知道
什麽人可靠，什麽人值得同情，什麽人可憎以及一個人
應該如何面對自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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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六）
08/05/2016

俗話説，每個人都有價值。這個價值怎麽計算？保險公司有這樣一個公式，一個人的價
值大約等於他的壽命+他的技能、經驗、智慧+他一生可能有的收入+對社會的貢獻+精
神價值等。有了這個價值，保險公司在進行賠償的時候才會有一個參考數據。

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的價碼就是不同的，也因爲如此，人和人之間，在經濟的舞臺
上，並不是平等的。於是，價碼低的人想要努力變成價碼高的人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在價碼轉變的過程中常常附帶無法用數字衡量的代價。借此，引出本周要推薦給
大家的電影：

Human Capital                       (2013)           (《人命大富翁》/《人力資本》)

聖誕前夜，意大利米蘭一個餐廳剛剛舉辦完一個學校晚會。餐廳服務員，中年男性，騎
自行車回家，路遇不測，生命垂危。

這件事情居然把幾個背景完全不同的家庭連接起來。電影採用小説章節的方式展開，一
章介紹一個人物和家庭，讓觀衆從幾個不同角度觀察同一件事情。

金錢、男女關係、欲望、夢想、欺騙等都是綫索。這些綫索編織在一起，成爲一個扣人
心弦的故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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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七）
08/12/2016

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你的手機當中有秘密嗎？答案也許是以另一個問題的形式出現：誰
的手機中沒有秘密？

再問一個問題：你想知道別人手機中的秘密嗎（比如你的男/女朋友，先生/太太）？對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以是另一個問題：你手機中的秘密想讓別人知道嗎？

第三個問題：如果讓你把對方手機中全部的秘密都了解清楚（比如出軌或隱瞞某些真
情），你會如何反應？答案也許是：那要看具體情況。

最後一個問題：有多少人會選擇不去刺探別人的秘密？答案：不多。

本周推薦的電影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探索上述問題：

Perfect Strangers        (2016)             （《完美陌生人》）

我在不久前《今日話題》的節目中曾指出，這個電影的中文翻譯有問題，過於直譯，結
果變成一個似是而非的中文結構。有誰能告訴我什麽人算是“完美”陌生人？它的正確
譯法應該是“形同陌路”。看完電影後，更覺得應該這樣翻譯。

這是一個意大利電影，大部分情節就發生在一閒屋内：7個老友（三對夫妻和一個離婚
者）在其中一對夫妻家例行聚餐。有人突發奇想，建議玩一個殘酷的遊戲：所有的人都
把手機放在桌子中央，不管收到短訊還是接到電話，都要公之於衆。短訊要給大家看，
電話要用“免提”功能，讓大家都聽到，但電話對方不知道。遊戲的目的是證明，每個
人都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從這個前提不難猜出結局，而“形同陌路”也會提示觀衆要發生的事。但，即使如此，
結局還是出乎意料的。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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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八）
08/19/2016

2011年，當伊朗電影《分居風暴》 (A Separation)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時候，我開
始注意導演Asghar Farhadi。他在表現男女關係方面獨具匠心。

後來看了他的電影The Past，更鞏固了我對他的肯定。兩個電影都涉及離婚和複雜微妙
的男女心理。

最近看了他更早的一部電影，覺得有必要和以上兩部一起推薦給大家：

About Elly   (2009)
（《關於伊麗》、《海灘的那一天》、《艾莉的小秘密》、《關於埃利》）

首先說一句膚淺的話：伊朗女演員真漂亮！

電影的情節並不複雜：幾個朋友（包括夫妻）商量好一起離開德黑蘭到海邊度假。初次
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離了婚的朋友撮合，希望他能和一起前往的幼稚
園女老師Elly產生好感，促成他們二人的結合。

但是，事與願違。一個突發事件徹底毀壞了本可以開開心心的旅行。

這個電影就是為了講這麽個突發事件嗎？當然不是。通過這個事件，觀衆，尤其是非伊
朗的觀衆，對伊朗這個社會，它的文化，宗教，人際關係增加了解。如果把主題擴大開
來，也可以看出一些人性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念和弱點。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電影中那個離婚男子講的那句話的情景：“一個痛
苦的結局好過沒有結局的痛苦。”

沒人想和痛苦沾邊，但有時卻無法逃脫。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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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九十九）
08/26/2016

從1948年到1982年的五次“中東戰爭”中，前四次都涉及以色列和埃及的直接衝突。戰
爭中，雙方死傷慘重，并積下宿怨。後來埃及總統薩達特（又譯：沙達）毅然和以色列
和談，收復失地，促進中東和平，但卻爲之付出生命代價。1995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因
之前的以巴和平協議也被刺殺。

當中東地區的對立和積怨如此之深的時候，電影工作者該如何對待這類無法逃避的主
題。如果是以色列導演，能否在電影中正面描寫阿拉伯人？如果是埃及導演，該不該客
觀呈現以色列人？如果這樣做，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或被貶爲“賣國賊”？

將近10年前看過的一個以色列電影到現在都印象深刻：

The Band’s Visit                    (2007)             （《樂隊造訪》/《樂隊來訪時》）

埃及一個八人組成的警察樂隊，因爲鬧了烏龍，鬼使神差地來到了以色列一個村鎮。他
們必須在這個鎮上過夜，因爲交通不便。小餐廳的老闆娘給他們提供了餐飲，并邀請他
們去家裏過夜。

中東戰爭已是往事，但陰影揮之不去，連餐廳墻上的圖片都在提醒不期而遇的猶太人和
埃及訪客那些慘烈的戰爭。他們之間的仇恨比中日戰爭時間更近，而且還有千年以上的
宗教衝突，所以，用這樣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正好給了導演一個挖掘喜劇的機會。

以色列導演Eran Kolirin作品不多，但卻是得獎大戶，是國際電影節的寵兒。這部電影
當年因爲對話中英語部分超過50%，所以不能進入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選項。這個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作爲電影觀衆，我們有機會欣賞他在平凡中找到戲劇，於衝突中發現幽
默的才華。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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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電影推薦 （一百）

 - 一百個星期，99個電影 - 

這是一個獨特記錄時間流逝的方式：每週推薦一個電影，風雨無阻。

這個“專欄”開始於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當時推薦的第一個電影是Spielberg 早年的電
影Duel。開始的時候，並沒有設定總共推薦一百個電影，只是想開始一個沒有終點的長跑，因
爲可推薦的電影是無窮盡的。但隨著推薦電影的累積，我發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對
網站光顧者的不了解。

我喜歡非好萊塢的外國電影，主要片源是Netflix。但看我們網站的人有多少是它的訂戶？這些
電影絕大多數沒有中文字幕，如果有人喜歡我推薦的電影，但英文不好，無法找到有中文字幕
的版本，看我的推薦也等於看看熱鬧。再加上，推薦電影本身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衆口難
調。

基於這些考慮，我就把目標設定在一百這個整數上了。讓我驕傲的是，在過去的一百個星期，
我從未拖延過一次，不管多忙，總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時候，把這個專欄登出。

有人也許會問，那最後這意義重大的第一百個電影，你準備推薦什麽？

我這樣回答：

英國作家Anthony Burgess 1984年的時候寫過一本小書，名字叫Ninety-Nine Novels: The Best 
in English since 1939。在書的最後，他自問自答地說，之所以只推薦99本小説，是因爲他想把
那第100留給自己，讓讀者挑選一本Burgess的小説。他的小説很多，30多部，其中比較有名的
是後來拍成經典電影的《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

我沒有小説，也沒有電影。但説不定未來會有呢？所以我就一廂情願地把那第一百個電影的名
額先保留下來了。

感謝過去支持這個專欄的聽衆和網友。以後“推薦電影”這個專欄會不定期地與大家見面。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中迅

09/0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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