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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北师大亚

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为此以研讨会的形式，表达

了一种致敬和关注。2017年12月17日，由北京师范大

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香港电

影委员会联合主办“香港电影的新语境、新探索、新

格局——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以

香港电影产业美学演变文化表达为切入点，聚焦香

港电影的历史与当下的相关议题，主要议题包括香

港电影的创作潮流与类型美学、香港电影的产业发

展与市场格局、香港电影的文化表达与意识呈现、

香港电影历史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内地与香港合拍

片新发展新探索、新时代政治语境下香港电影的

未来发展等。发言嘉宾从不同侧面对议题有诸多思

考，相信在全新的语境下，凭借着香港电影业、电影

人的倾情努力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文化管理政策的相

关扶持，香港电影一方面自觉紧扣本土市场的脉络，

另一方面依托着内地广阔的电影市场，从而呈现出

可贵的新探索、新格局。

 冯应谦：

回归20年香港华语电影的变化

2017年香港发行的华语电影总共89部，不包含

好莱坞电影。1997年时，在香港能看到的华语电影

大部分都以香港电影为主，部分是台湾电影，中国大

陆电影非常少。所以对香港来说，他们对大陆电影

理解是很少的，看到的很多都是好莱坞电影。今天

的主题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地区可以看到的华

语电影越来越广泛，而且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

越多。我有比较乐观的想法，香港回归20周年以来

香港华语电影越来越多元化，也是跟中国大陆的帮

助有关系。

统计一下香港华语电影的类型，跟回归之前相

比，数量上来看，爱情片会越来越多，以前都是警

匪片和黑社会片为主，现在可能因为生产成本相对

比较低，可以吸引香港本地的青少年观众，所以爱

情和青春片越来越多。其他的喜剧、剧情片等，都

一直在香港会出现，回归之前出现的魔幻和科幻片

没有很多创作，现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越来越多，

所以香港2017年出了8部这样的电影，也是回归以后

的特殊情况。总结2017年香港电影市场的华语电影

趋势，传统的警匪片和黑社会片仍然是主流，喜剧

片也维持香港传统，越来越多的爱情青春片成为主

流，魔幻和科幻片成为新宠，警匪片和惊悚片也是

香港的特色。香港没有吸取以前的特色，但是新的

概念会出现。《我老婆未结婚》等影片是香港越来

越多出现的爱情青春片，主角都是一些年轻的香港

男女演员，吸引本地的青少年观众。

香港电影中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种，其中一种

我要特别强调，那就是写实电影和纪录片。以前在

香港影院里很少播出纪录片，2017年出了12部华语电

影，比如《一念无明》《监狱风云之同囚》都是写实

片，好像后面有学者会讲到《一念无明》这部讲精神

病的电影，《同囚》讲监狱里面的生活，《我们的6E

班》讲少数民族在香港的读书情况，都是反映香港

的真实状况。不只讲剧情，而是讲香港的真实状况，

变成一部真的电影在香港播出，以前是没有的，在票

时代新语境下的香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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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上也受到欢迎。第二种，因为受中国大陆的影响，

军事片和历史片在香港电影市场也可以看到。此外，

2017年也出现一些小品种，音乐电影和黑色幽默电

影，还有多部剧情片都是由小说原著改编而来。

回归20年来，很多人觉得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以

前那么红火了，但现在我看到香港的华语电影越来

越多元化，地区来源越来越多，因政府支持和香港

电影基金，一些非商业类的电影出现，比如写实和

纪录片越来越多，更多大胆尝试。所以香港没有失

去本来的黑社会和警匪片的特色，但同时开拓了香

港新的类型，香港作为创意之都，希望以后跟内地

的合作越来越多。

 卓伯棠：

香港电影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4天前，内地也有两个香港电影公司合开会议，

会上他们有一些合作，我觉得如果按照三方合作、

而且不分彼此，那么整个大湾区的电影就是中国电

影的一部分。广东是个电影大省，但在电影制作上

是个弱者。中国大陆14亿人口，可以容纳几个电影中

心，北京、上海、广东都可以是中心。如果广东从今

天开始真的在做，整个广东的力量跟香港澳门的力

量加起来，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广东不动，所以香港

的电影人就跑到北京去了。一个月以前，广东有一部

电影《南哥》，我有很大的感触，电影讲扶贫，但扶

贫的主角不是政府系统的，是一般民间机构的扶贫

人，问题是到乡下山村扶贫，连山村的话都不懂，不

跟他们讲客家话怎么扶贫？连本土都做不到，都没

有根，那电影怎么可以影响到其他人？最好的片子

一定基于它的土地，香港最好的电影一定是建立在

香港的土地上，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等表现出来，

这部电影才可以走出去。有根，如果没有本土的东

西，根本走不出去，走出去也没有人看，因为没有内

容，感动不了人，这个更重要。如果我们要做中国电

影，应该是每一个区块都有很好的发展，都可以表

达那个区块所有人的血与泪、笑与哭，这样才可以

吸引全世界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应

该要包容，应该要更多元，让不同的地方电影都可

以成长，让电影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李道新：

香港电影跨越边界与“我城”书写

何为“香港电影”？现在讨论这个问题非常复

杂，难度很大。今天我要讨论的《香港电影跨越边

界与“我城”书写》，主要是指表现香港状况和香

港地域的电影，但这并不是香港电影的全部。我将

以《春娇救志明》《一念无明》《明月几时有》《追

龙》等内地放映的2017年香港电影的“港味”出发

讨论，以《拆弹专家》和香港电影的“我城”书写

探讨精神和文化，就是绝望救赎和“天佑我城”进

行大片的路径和信仰境界，以及之前在香港发行的

《寒战》《风暴》《赤道》等影片，最后提出问题，当

所谓的港味和香港作为“我城”进入内地的时候，

是否需要有跨越边界的桥梁？

在2017年中国内地院线放映的影片中，我所定

义的“香港电影”其实还比较多，并且这些影片在内

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网络上、特别是在各种评分

网站上，反响也不差。比如《春娇救志明》，跟前两

部相比，已经意识到“港味”的重要性，它主要的场

景回到了香港，也就是春娇和志明经过北京的辗转

回到了香港，当然导演也回到了香港，故事更加纯，

港味更加正，某种意义上也是香港电影和内地观众

对香港电影近几年的诉求。《一念无明》更不用说，

豆瓣很多评论、一般的网络评论者也都意识到，类

似这样的电影关注生活和弱势群体，延续了老粤语

电影的精髓，回到了香港电影某个时代，让现在的

观众更加去想象曾经的香港电影。所以，像这样的

状况也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香港电影非常重

要的港味特征。

在这个过程中，《拆弹专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案例。之所以这作为专门的探讨，是因为我曾

经写过一篇评论发表过，题为《〈拆弹专家〉和香港

电影的“我城”书写》，这部影片的情节、效果、场

面的紧张火爆和震撼，都让人似乎回到了港式警匪

片的时代，但这还只是它的表象，其中还有非常重

要的方面，就是它已经开始强调香港自身的精神气

质，就是一种在港英文化和中国儒家影响下体 现

出来的“天佑我城”。在类似《拆弹专家》的警匪片

中，香港电影警匪片类型有更高的境界追求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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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下的合拍香港电影来说，以前的小打小闹已经

不够了，因为有内地大资本的介入，警匪片已经升

级换代。更重要的是，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香港警

匪片出现了一种此前并不太常见的精神气质，那就

是救赎主题的展开，特别是人绝望时刻向天求救的

感受。影片结束的时候，我很感激上天让用生命去

保护生命，片中的香港是一座充满了危机并被资本

吞噬的城市，但总是会受到 “上天”最后庇佑“我

城”。相较于成龙不无打斗机趣和浩然正气的警察

故事、吴宇森充满仁爱情义和暴力美学的英雄相惜，

《拆弹专家》不仅走向了大制作、大场面的大片路

径，而且在对“我城”执念走向了上天所指引的信仰

境界，这无疑是一种明朗又鉴定的自我认同和内在

信念。

吴宇森是一个香港导演，后来去了美国，随后

在大陆发展。《追捕》改编自日本电影，也运用了日

本演员演出，这是想回到亚洲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

出路，这也是此前的《太平轮》在票房失败以及精

神、文化没有得到关注的情况下，吴宇森所做的一

个新尝试。当然，这样一种力图整合香港内地和美

国经验，回到亚洲寻找新香港电影的方式，或许也

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同，但这是当下香港电影力图恢

复它的光荣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努力。

实际上，香港电影努力地寻求自己历史文化过

程中，我们就回到了刚才卓老师谈到的“大湾区”概

念的提出和香港动作电影、功夫电影所做的努力。

上月我去参加了佛山举办的功夫电影周，佛山打出

来的是“南方影视中心”，总的来说，这样的一种努

力，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的结论就是在中国电

影的名义下，在亚洲电影的世界里，在跨地域电影

的框架中，需要不断地跨越边界，为香港电影寻找

新的方向和契机。

 赵卫防：

文化保育语境下香港本土电影中港式人

文理念的变迁

我主要研讨当下的香港本土电影里的人文理念

的变迁，不包括合拍片。先简要说一下我对港式人

文理念的理解。我们老说“港味”，“港味”到底有

哪些组成部分？我认为港式人文理念是港味最重要

的组成，精髓应该是它。香港电影的传统港式人文

理念主要是对个体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关

注，基本上不承载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考量，

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形成

的香港电影港式人文理念，也是香港电影价值观体

现，也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现，跟内地的核

心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别。香港电影也是一直在维系

这样的港式人文理念传播。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就是这样，关注

个体作为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不用传统道德

观、价值观考量，不管是任何的黑社会、还是赌神

仍然作为英雄，而不用传统道德观、价值观考量好

人坏人，香港电影因此能够赋予人性的丰富性，立体

性的表现，能够获得鲜活的感觉。回归以后，港式

人文理念也在发生演变，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维系

之前的人性关注为主的价值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

的演变。回归以前是普通的或者传统的港式人文理

念，回归以后，港式人文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如果说从1997年开始，可能到了2013年以后，

是第二个阶段的变化，不管怎么说，回归必定是香

港重大的政治事件。回归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

因，有一种趋势，两地的合拍片在内地获得特别高

票房，在香港并没有市场，这就说明在香港电影角

度来说，不管是香港观众或者是具体的香港导演，

他们都存在文化焦虑意识，因为他们独特的香港理

念和价值观，如果内地强势的价值观慢慢把香港价

值观吞噬掉，这是不符合香港从上到下普通民众到

精英阶层的心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文化

保育：一定要保全香港特色的文化，在他们的本土

电影里得到了非常完备的体现。这就是港式人文理

念，香港人本土自己的理念得到了体现。

这种体现表现在电影里，一方面是文艺类型片

比较多，对香港文化，对往昔城市的集体记忆片子

非常多。以电影《文雀》为例，“文雀”是粤语小偷

的意思，任达华演了小偷团伙的头目，到处在香港

踩点，有合适的地方就去下手，但是重点不是表现

偷本身，有很多的篇幅是在踩点，骑自行车在香港

大街小巷踩点，是通过“踩点”把整个香港最能引

起港人关注和记忆的有历史文化符号的景点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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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直接达到文化保育的作用。香港开通了好几辆

巴士观光车，环香港游，基本上是停一下，在上面

可以观光，这也是香港重点的文化景观。《蝴蝶飞》

《岁月神偷》等都是用怀念来达到文化保育的目的。

还有表现香港当下社会价值观的影片，也在内地放

过，表现当下香港年轻人是什么状态，还被香港学

者说是特区新浪潮，出现了一大批影片，《喜爱夜

蒲》《烈日当空》都是文化保育意识重要的体现。

2014年以后，港式人文理念第三个阶段，这个

阶段出现了《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

红VAN》《香港仔》《十年》等影片。第三阶段的港

式人文理念，不像第二阶段那样用怀旧的方法，用

内地没有而他们特有的类型来表现，而是直接将港

式人文理念进行放大，甚至表达对内地的某种质疑

甚至是对抗。《红van》最具有代表性，这个车到了

目的地以后，整个香港消失了，这是当下香港的反

思。如果现在的香港按照现在来讲，他们的文化可

能就消失了，旧香港可能就消失了，所以就有了这样

的隐喻和担忧，对当下两地的思考不像原来直接化

了。到了《十年》，一说片子大家都知道，可能感觉就

更强了，每个故事不同，也是文化保育下的一种心态

的自我流露和表现。《踏雪寻梅》，北师大也举办过

这个片子的展映，导演主创也都过来进行了对话，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体制的颓废和血腥还是要跟

内地表现出香港的价值观。《树大招风》，三个贼王

的陨落，也是担心香港曾经的辉煌和曾经的风光，

经过回归都不存在了，三个贼王都死了，也是对香

港未来的前途的忧虑。

香港本土电影中的港式人文理念，在后融合时

期，经历了放大与内地主流意识价值观的差异、强

调香港社会的价值观到忧心于香港文化的转变。随

着这种转变的发生，香港本土电影的美学也表现呈

现了多元化，促使香港电影进入了思辨，思考的问题

深了，不像过去那样纯粹娱乐，思辨价值走向深入，

这也是香港电影的发展，当下好多的香港学者也是

一直在研讨这个问题，认为这也是香港电影的出路，

香港电影从这个出路思辨价值的提升和港式人文理

念变化也找到了另一种路径，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引

起我们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

祝愿香港本土电影会越来越好！

 周　星：

关于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的影响力

我的发言重点是探讨关于内地电影的香港电

影影响力，当下的影响力和得失的问题，副标题是

关于“新华语电影”的构成和存在的论述。在讨论

香港电影的时候，基本习惯两个问题，其一是香港

电影本身传统的延续和得失，乃至于受损伤，以及

延续现代香港电影存在什么样的状况。内地电影

人处于忧虑状态，其实研究香港电影还有另一个

角度，就是香港电影对内地电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力。这两个侧重点都有它的道理，我们希望香港电

影可以保持独特性和差异性，满足我们不能表现

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站在电影的角度期望有独特的

特色电影。

面对香港电影的存在，我们会悲天悯人，担心

会不会变了味。华语电影或者新的华语电影，不是

依赖于好莱坞的电影，而是依赖香港各个角度的电

影人加入。从去年到今年，看到“新华语电影”，既

不是香港电影，也不是传统的华语电影。“新华语

电影”是在香港电影整个经验基础和内地经验基础

上开始慢慢地产生，应该关注的是，香港电影创作

者面对内地的题材，从这个角度替香港人考虑，但

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强化的不是生死，而是电影多样

的发展。特别是今年，新华语电影以强势的存在介

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电影哪有什么忧虑？它反而

是对内地的电影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角度，香港电影创作在面对内地题材和

香港题材的独特传统，怎样在内地电影里延续变

异、发扬光大，这个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少。香港电影

对于内地题材的促进作用，或者说内地题材对香港

电影怎么延续。面临后者，在内地的电影中，香港的

优势怎么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有些人又会忧虑。

事实上这10年以来，针对我们电影会被全盘感化，

一些资深的老电影人对中国电影不去追究自身的弱

点，只责怪香港的娱乐因素导致电影走势。如果香

港电影的传统在内地电影得到了延续发展，不管是

好是坏，这一点都会产生对内地电影的忧虑，这是

无法阻挡的改变。

如果从香港题材的传统怎么在内地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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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角度来说，香港电影融入内地并且开始占据

主流地位的创作，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真正具备值

得看的、有意义的香港好导演，我们一定会发现他

拍摄内地电影时依然会保持香港电影培育的特色

质地，在转换身份中慢慢形成影响力。不管内地还

是香港，一定要意识到，自身强悍优秀的东西，转换

场域，可能会被改变，但很大程度是改变不了的。

2017年出现很大的标志，从《湄公河行动》开始一直

到现在，在研究香港电影的时候，应该有这个观念。

无论是香港电影还是内地电影的质地，好人依然是

好人，转换了身份去表达内地电影的时候，会给予内

地电影新的启发。这个启示，就是真正好的创作者

自身的品质和传统依然非常重要。我们在替香港电

影忧虑的时候，也应该替自己忧虑，或者重视它给

予我们的启发，要看到香港电影给予内地电影积极

性的部分。

在签订和多阶段实施CEPA协约的13年来，香

港电影全盘或者大量的从资本、演员、导演到制片

人，给内地电影不断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有些香

港电影具备了市场的娱乐化因素，这影响到二三流

的电影人给内地电影带来一部分被垢病的电影，当

然有些人会赞扬这是市场化。不论是内地人是不是

不争气，还是香港电影影响内地电影和艺术电影品

质，它的确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如果由此便否

定香港电影带来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在思考的

时候，特别是从这两年一批占据内地的香港电影，

甚至从忽略导演是内地的主流创作，给我们很大的

警示作用。如何判断香港电影的本质和如何结合香

港电影的优势生成的阶段，中国的“新华语电影”

要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不是不需要见异思迁，一

味学好莱坞，因为学它有可能变成它那种模式，比

如高科技、类型片。香港好的电影人进入内地，比如

周星弛、成龙、吴宇森、徐克、许鞍华……他们自身

的香港经验和成熟的香港电影特色的东西，在拍内

地电影的时候，未必就会被去除掉。现在看来，“新

华语电影”的核心部分必须关注香港电影本质，融

入新的华语电影或者内地电影，事实上是重要的存

在，这就是新的语境。

2017年是一个新的体 现，我们投入了跨域的

华语电影创作，港味融合之中，却成为香港电影的

人物设置的关系。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很喜

欢，不会去挑剔，还有表演形态，更不用说语言形态

上，但依然是我们的氛围和故事和内地的价值观。

巧妙的是，从发挥香港电影的娱乐搞笑，香港电影

现在越来越从娱乐搞笑变成发挥内地电影主流价

值观的非严肃化的好看。从过去肆无忌惮的社会

表现，到香港电影开始表现小人物，又回到内容肆

无忌惮的社会表现，但由内地变成有指向内涵的表

现，这点必须要变。毫无疑问，成龙是非常成功的，

无论是他的经验、还是在动作片和喜剧中表现得如

鱼得水，逐渐把自己的传统保值和适应内地做派的

精神表现，是最妥贴的，因为他有国际视野。周星弛

的电影，他保持固有的风格维持他的电影品质，无

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拍，内地会更出彩，票房更高。

徐克的电影比较复杂，我们要看到他也有缺陷，对

红色经典比较成功的表现同时，可以发现飞机大炮

坦克全部作响，必须得到关注和反思。《湄公河行

动》到《建军大业》，大幅度的香港电影进入，这是

一个标志。对徐克的尊重，是因为他有多数香港电

影独特的许多创作，遮掩住他给内地电影带来的得

失部分。而刘伟强这样的导演赶上了好时机，林超

贤《红海行动》不亚于之前作品。《湄公河行动》和

《证人》等是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香港电影本质

的东西不改变，居然开创了华语电影的突破，值得

赞扬。许鞍华是文艺片的导演，她的电影依然保持

香港人本质上的有所抵触、有所不满。还有陈可辛。

总之，内地需要这些电影，好的电影人会做出自己恰

当的表现。

2017年新华语电影研究者的认识很重要，香港

的编剧和内地制片，被称为最佳组合。黄建新说的

话很地道，意味深长，内地电影无可避免有巨大的

吸引力，但我们的好导演缺少香港电影导演拍什么

都认真的劲道。总之，中国电影已经发展到一个新

的阶段，“新华语电影”在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的

组合下，有品质有职守的香港好导演进入，加上内地

制片情景，这需要包容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