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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推：

獨立焦點﹣向愛麗絲華妲
Agnès Varda致敬-

19/1(Sat)  4：00pm 
《從五時到七時的琪奧》
Cleo from 5 to 7
20/1(Sun) 7:30pm 
《無法無家》 Vegabond
20/1(Sun) 9:30pm 
《拾穗者與我》
The Gleaners & I
21/1 (Mon) 7 : 30pm
《沙灘上的華妲》
The Beaches of Agnes

*免費節目 ﹣
20/1 (Sun）2:00pm
挑釁現實:
「奧伯豪森宣言」五十周年
節目 (一) 

20/1 (Sun）4:00pm
挑釁現實:
「奧伯豪森宣言」五十周年
節目 (二) 

獨立女導許雅舒又有新作現身
於今年『香港獨立電影節』，
今次作品找來了一些大家熟識
的名字，如向來是商業愛情片
寵兒的詩雅，和前『新聞王
子』柳俊江，而題材方面更涉
及靈界；單看演員組合和題
材，可規探許導再一次顛覆觀
眾既有想法的意圖。她自己則
如何看其新作呢？

（記者：問 ／許雅舒：許）
問：哭喪女是個怎樣的故事？
許：我的電影叫《哭喪女》，哭喪女其實是一個在
香港沒有的職業，在殯儀館內替逝者的家屬哭喪。
故事講述哭喪女綿綿對鬼魂十分敏感，甚至能夠與
鬼魂溝通，一次與鬼魂溝通後兩者更交換了身份。
問：為什麼會拍攝一齣這樣的電影？
許：其實我一直也想拍攝一齣鬼片，但不是為嚇人而
拍。用意是探討鬼世界與人世界，Mind(精神）與
Body（肉身）之間的關係，亦是自身審視Mind與
Body的一個連繫。
問：那在你眼中什麼是獨立電影？
許 ： 獨 立 電 影 對 於 我 來 說 是 一 個 擴 張 或 擴
闊電影本身定義的一個狀態。

採訪後記：
現在我的狀態跟許多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人
一樣，可能是看過了許雅舒導演的訪問、
讀過哭喪女的電影介紹、還看過電影的預
告片；唯獨是未看過電影本身。

看一齣戲，導演的一句解釋可能讓我們有更
深的體會，觀賞《哭喪女》時就如許導在訪
問中所說電影不為嚇人而拍攝，但若然你要
被電影嚇倒卻又不是不可。《哭喪女》的身
在哭、心亦在哭，在緊張的節奏下身心的分
離、融合、交錯，日漸難以捉摸。

電影很闊，導演的用意是一個視覺，我們的
觀影感受又是另一番解釋；分別只在於你究
竟真正看過了電影沒有？

獨
報

創刋號

《哭喪女》許雅舒不為嚇人拍鬼片！

導演簡介: 
許雅舒-錄像藝術家、導演，現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曾製作多部短片及錄像作品，包括《阿明》
(1996)、《隧道》(1997)、《看不見的城 (墻)》(1998)、《愛麗絲在美好世界》(1999)、《說謊記》(2001)、
《我游》(2004)、《女子狼》(2005)及《紅》(2006)，均受到本地和國際注目。2009年，許雅舒以香港藝術發
展局的資助完成個人首部電影作品《慢性中毒》，並参展「釜山國際電影節」“New Current Session”。

《哭喪女》放映詳情：
19/1/2013 (Sat) 7:30pm
23/1/2013 (Wed) 7:30pm 

（劇照）詩雅飾演哭喪女

記者/文字：鄧子鋒

獨立不孤立，一齊來玩吧！
電影節又點會睇完戲就走？！

有各位觀眾嘅參與先係Festival嘛！我哋誠邀各位為HKindieFF影展期間出版的特刊『獨報』做寫手。
影評、觀後感、影展趣事... 無任歡迎！

                 有興趣嘅朋友，只要電郵文稿去 info@yec.com
               HKindieFF2013『獨報』編輯部收，你嘅文稿有機會於『獨報』刋登，等你！

mailto:info@yec.com
mailto:info@y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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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翻開今年的電影節訂票冊子，不難發現多了數張年
青新臉孔，除了較受注意的『華人民間電影集資計劃』
的林森、小野、陳浩倫外，不能忽略的是首次執導獨立
長片的新導演夏思維，小記找來他談談《霰雪》的製作
背後。

（記者：問 ／夏思維：夏）
問：《霰雪》是個怎樣的故事？
夏：故事的主角小亮是一個演員，他將平日內心妒忌等負面的情緒
影射在其兄長身上，並由此展開了一埸惡夢。
問：為什麼會拍攝一齣這樣的電影？
夏：這個電影劇本是在大學讀電影時為交功課而寫。記得當年失眠
未睡，一時靈感湧現而寫成；現在有機會便把它完整拍攝出來。
問：那在你眼中什麼是獨立電影？
夏：商業電影是一個Teamwork，獨立電影即是獨立。獨立電影完全
是出於自己的想法，不同於商業電影中，工作團隊內部就會有許多意
見，相比之下，獨立電影更加能夠百分百忠於自己的想法。

採訪後記：
究竟這是夢境抑或現實？在《霰雪》中，迷霧中，一
名婀娜多姿的女子在佇立、在擺動，未看電影的我們
無法得知。

然後我又會問，一個夢究竟有沒有存在過，抑或夢只
是我們憑殘存的印象和日常的想像拼湊出來？睡醒的
我們亦從來無法證實。

更甚我又再想如何去確認自已是一個獨立的人，而不
是被上天、命運等等操控著？我想從來這只是關乎相
信與否的問題。

導演簡介:
夏思維 -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創意
媒體學院。曾拍攝短片“書中人” (2009)。《霰雪》是他第
一部獨立製作的長片。

《霰雪》放映詳情日期：
19/1 (Sat) 9:30pm

『香港獨立電影節2013』限量版籌款紀念品出爐啦！

HKindieFF2013 
Tote Bag
全人手絲印製作

  製作精美，誠意十足！
 售價：HK＄150

Tote bag designed by: Sadie Lau (antagonis)

HKindieFF
 x

 DYY Homspun

天然手工皂(50g)
  限量30件，售完即止！

售價：HK＄50
發售點：agnès b. CINEMA入口處, 亦歡迎電郵至info@yec.com郵購。

連結民間手作創意

                  發揮獨立精神

記者/文字：鄧子鋒

夏思維一場惡夢打開獨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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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偶像遇見的緣分  文字／照片： 陳婉真Kite CHEN
《沙灘上的華妲》在台灣上映的那年，正是我啓程飛往法國，準備
跟法語長期搏鬥，以便一圓進入紀錄片領域幾年來對研究自拍、私
紀錄片的夢想。這部片子於是變成我的法語教材之一，陪我渡過牙
牙學法語、被困在幼兒般日常對話的苦悶日子。也是它一直提醒
我，我是為了研究紀錄片來法國的，不是為了搞懂這些該死、永遠
背不起來的動詞變化。（好啦，那很重要沒錯！）

一路艱辛，終於
爬到了電影研究
所裡，咬著牙繼
續過關斬將，得
要先擊敗一個個
課程魔王。上課

時的鴨子聽雷、紅著臉到
處借筆記、反覆預習複習
錄音筆記、磨人的報告和
嚇人的台前發表，終於
終於，走到了可以自由選
擇研究題材的最後一年。

《沙灘上的華妲》於是又順理成章地成為我的首選，畢竟身為
法國新浪潮的祖母、八十多歲老太太導演的自傳紀錄片，可不
是浪得虛名的吧。當然我承認自己打著如意算盤，想著好歹我
也看過這片十幾遍了吧，有中文或法文字幕、無字幕等等。

誰知這一決定就上了賊船。片中提及的整個法國社會運動、歷
史、法國電影史（特別是新浪潮那段），華妲的個人電影史（天
啊她拍過的片有四十多部！記錄、劇情、短片），都成為了這部
影片中，隨手捻來的片段、資料、參考畫面。記得我在全班面前
報告我的研究主題後，老師給我的建議是，華妲的電影總是跟法
國社會歷史發展息息相關，作為一個外國人，妳得花時間理解這
些才能理解她的電影。嗯！我心想，老師是以為我在寫博士論文
嗎？當場我好想哭出來，看能不能搏得一些同情。

於是我認命的跟論文老師延了一年我的交論文時間，從跳入華妲的所
有的電影作品海中開始，一路找片看片，一直到幾乎翻遍所有法語和
英語出版跟她有關的書（其實她專書很少，跟新浪潮其他大導演比起
來，簡直不可思議），最後連她這幾年投入的當代藝術作品也沒放
過。這一切都是為了搞懂她在片中，那些天馬行空的畫面從何而
來，我像在製作華妲個人的百科全書般，慢慢爬梳她的人生經歷以及
攝影、電影經歷，交叉比對影片中那些資料影像的出處來由。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本書可以說是關鍵性的資料，那就是1994
年，由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出版，唯一一本由
華妲自己書寫的《Varda par Agnès》(愛麗絲說華妲)。這本書在
法國已經絕版，我第一次在圖書館找到時，真要當場飆淚了。每次
借閱時間只有三個星期，可以續借一次。但是在我漫長的一年半的
研究歷程裡，這本書太像字典般，可以讓我隨時翻閱、查詢。 

因而我一次又一次的還書、借書，有時還會遇到不長眼的誰把它借
走，讓我只好握拳等待。同時間，我到處在二手書網站和書店尋找
這本書的蹤影，終於在法國亞馬遜(amazon)網站上，找到了有位
賣家正在出售它，定價三百多歐元（相當台幣一萬三千多元，港幣
三千五百元）。我雖然對這本書懷有高度的熱情，但那高度還追不
上我作為窮困留學生的程度（三百多歐元大概是我一個半月的買菜
錢），“買下”的那個按鍵，我始終按不下去。

直到半年多過後，另外一個佛心來著的賣家出現，以七十五歐元的
價格販售它，我還是猶豫了一個星期，才閉著眼把鍵按下，一個星
期後，我收到了它。它的封面以及首幾頁，受到嚴重的污漬潮濕粘
在一起，這也是賣家為何會賣得比較便宜的原因。但是我一點也不
介意，我記得自己捧著書，小心翼翼地把粘在一起的書頁分開，壓
平。我想著總有一天要找她在上面簽名！

在論文接近寫完的某個月，終於讓我等到她要來里昂參加活動
了 ！ 那 是 一 場 在 百 代 ( P a t h é ) 電 影 院 的 老 片 放 映 會
《天堂小孩》(Les enfants du paradis)，華妲特別出席，是因為
這是她的愛片。我本來打好主意想著映後座談要找她簽名，沒
想到她卻在映前出現，談了她和這部片的緣由之後，便離開
了。我在懊悔的情緒裡，看完了這部片。(但這部片真的很棒！)

離開後，飢腸轆轆的我和朋友，買了三明治，便奔向當時正在舉辦的
藝術雙年展，想說沖淡一些懊悔心情。我們在最大的展場門口，快速
地吞著三明治準備進去看展時，神奇的一刻來臨了。 當時我的嘴正
咬著三明治的一角，愛麗絲華妲便這樣從門口走了出來，和她的朋友
看著展場外頭的一件大型裝置作品。

愛麗絲華妲家門口 

家對面就是公司櫥窗

筆者的絕版《Varda par Agnès》(愛麗絲說華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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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編輯/排版/ 印刷：HKindieFF2013團隊
特別鳴謝幕後推手：張鐵樑

   出版：影意志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4/F
            電話﹣2836 6282

不曉得是太餓還是太興奮，我的腦袋發昏，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
麼辦才好，害羞的情緒漲到最高點，遲遲不敢向前攀談，像小老
鼠般在原地打轉（一手還拿著咬了一半的三明治）。在朋友的催
促之下，我才鼓起勇氣向前攀談，她一見我拿出那本絕版書，驚
呼了一下，她的朋友說，這本一定得要簽一下才行。（哈）一陣
兵荒馬亂，我的破爛法語在情急之下到底說了什麼？我至今不太
想起來。只是扼腕的是，來不及照相啊！她就像一陣風般與朋友
閃進了展覽會場。以致之後我在會場裡看展時，一直心不在焉地
想再遇見她啊。 

嗯。這就是我和偶像遇見的緣分吧！（完）

筆者於百代電影院《天堂小孩》放映會中遇上愛麗絲華妲

愛麗絲華妲在筆者的絕版《Varda par Agnès》(愛麗絲說華妲)上的簽名

筆者簡介：
陳婉真Kite CHEN 
台灣人，畢業於法國里昂盧米埃大學表演藝術所電影組，從事紀錄
片研究與製作，作品多從個人經驗出發，風格大膽溫柔，將攝影機
視為一種探索的工具，而非僅是紀錄。現為獨立影像工作者。

獨立日記                   文：獨男
影意志主辦『香港獨立電影節』今日開幕，喺度祝影展放映順
利，觀眾安安樂樂睇好戲。其實影展未開節前，影意志工作室已
經集齊人慶祝過一次，獨男當日有幸參與其中，實屬榮幸。到
底慶祝乜嘢？之唔係為一月一日元旦生日嘅現任主席鍾德勝
Simon補祝生日！據我獨男了解，影意志一班董事局成員，平
日文文靜靜，個個看似事務繁忙，加上一把年紀好心歸，要約齊
人開會都絕非易事，莫講話開『扒地』。果日咁啱約到開例會，
而最細心嘅Jessey曾翠珊就買來蛋糕等大家開心吓！我獨男就
充當攝影師幫一眾董事
局成員，加埋兩位中
堅『臨時』全職員
工 R a c h e l 同
June，人人四萬咁
口拎住當時啱啱新
鮮出爐嘅影展訂票冊
子影咗張大合照，
可以話係歷史性嘅一
刻，還望呢張『未曾
開節先慶生』照
片，會係一個好
兆，飲勝！

      June     Jessey    Simon    Vincent   Rachel   Nose

今明兩天放映節目：

 19/1 (Sat) 4:00pm     從五時到七時的琪奧 Cleo from 5 to 7
                 
                     7:30pm     哭喪女

                 
                     9:30pm     霰雪（111）

  20/1 (Sun) 2:00pm    挑釁現實 ﹣ 『奧伯豪森宣言』

                                                              五十周年節目（一）

                      4:00pm    挑釁現實 ﹣ 『奧伯豪森宣言』

                                                               五十周年節目（二）

                       7:30pm    無法無家      Vegabond          
          
                       9:30pm    拾穗者與我 The Gleaners & I

（詳細放映時間表請參閱HKindieFF2013訂票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