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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翁子光决定再次拍摄“四大探长”

的故事时，人们不禁好奇：前有《跛豪》、

《五亿探长雷洛传》、《追龙》，为什么还要

取材拍了一遍又一遍的往事？

“我从小听长辈们给我讲这些故事，

看有关的影像。我就想拍一部属于翁子

光的电影，想要拍一部属于翁子光的香

港往事。”而《风再起时》，便是翁子光写

给香港的一封情书。

与以往同题材的影片不同，《风再起

时》时间跨度之久，信息量之大，通过横

跨半个世纪的时间维度，讲述青涩的警

察如何成为如日中天的贪污警察，再到

被廉政公署通缉后逃离香港的风云往

事。

翁子光并没有亲历那个时代，为了

丰富影片的细节，他访问了大量与事件

相关的亲历者，“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访

问，因为或许会有一些背景的问题。”

留下来的回忆慢慢褪色，沉淀下的

回忆言人人殊，翁子光通过对真实事件

的不断问询，使孤勇式的个人情怀多出

一层社会意义。

遗憾：

电影上映前，奶奶过世了

“香港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非常有

趣，那个年代的人们价值观颠倒，但大家

又非常和谐。我想从这个切入点去看人

内心精神里面的东西。”翁子光说。

在翁子光以往的作品中，常借着类

型片的壳、具有快感和刺激性的电影元

素剥茧抽丝般地探讨人性，讲的很多是

内心情绪的东西，但又有一个奇案的形

式做包装。

但《风再起时》不同，不同于翁子光

熟稔驾驭的小成本文艺电影，也不同于

常规意义上的枭雄片，它少有大场面的

打斗血腥镜头，大多是特写画面，翁子光

表示，“每开一枪到底那人有没有死，我

都要考虑的，我不会莫名其妙拍一个大

场面。”影片中也鲜见对单一事件的集中

描述，大多由孤立的生活细节连缀起上

世纪的香港图景。

翁子光流连于老香港的魅力，私心

用影像去还原老香港的真实生活面貌，

“我不希望大家一想到香港就是那几个

固定元素，就只有陈浩南和铜锣湾。我

想让大家重温一下香港更具体的东西。”

《风再起时》先后在佛山西樵、广东

开平赤坎镇等地取景。有一场戏中的场

景是香港崇光后的街道，街道上充满了

闽南风格的建筑，拍完之后那个地方就

被改建拆除了。影片中位于香港北角的

理发厅在拍摄结束后也关闭了，这是香

港最老的一家上海理发厅。“这部电影的

史料意义，基本上是最大的意义。”

为了还原影片中所处的年代，翁子

光访问了许多亲历者，包括曾启荣——

他曾任警署编制中级别最高的探长，是

影片中雷洛探长的幕僚原型。翁子光坦

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访

问，可能以前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风光。”

这些亲历者中，还包括翁子光的奶

奶。奶奶常与他分享甜苦交集的往昔香

港，翁子光想和奶奶分享这部电影，等

《风再起时》上映，他打算带着十多年未

进影院的奶奶，在电光幻影间，一起重历

老香港的喜乐与辛酸。

遗憾的是，奶奶还是在影片上映前

过世了，翁子光长叹了口气，“我们在做

访问的时候，有些老人已经去世不在了，

我就觉得这个电影的历史记录意义更大

了。留下来的回忆慢慢模糊褪色，沉淀

下来的回忆你不知道是真是假。”

电影是为你带来问题的

《风再起时》取材“四大探长”故事原

型自有其商业上的考量，“香港人他会比

较容易进入到你电影的那个情境，因为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知，不需要再去重

新介绍。”翁子光解释道。

但是当这样一部港味十足的影片提

档至内地上映，观众对于经典的香港故

事能有多大的接受度？在翁子光看来，

“观众不是看他们百分之百明白的东西，

他们最后会问你问题。”

当年，翁子光首部自导自演的电影

《明媚时光》在慕尼黑影展放映时，有外

国观众问他：“香港已经回归了，为什么

和内地之间还设置了一个海关？”

“这个问题好啊，我常常说电影是为

你带来问题的。他们不了解，所以需要

拍一部电影来告诉他们关于我们的故

事。”翁子光说。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但是由于其历史上殖民时期的

特殊性，不可否认还有一些文化需要我

们去了解和重温。影像聚焦那个年代的

故事，引起我们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

“人”的关注，这是影片的交流意义所

在。正如翁子光在采访中所说，“我有责

任去保护文化价值。票房不是我能计算

出来的，我只能最诚恳地把这个故事拍

出来。”

“纯电影”的意思

是需要去电影院看

从影评人转向电影导演，翁子光把

“迷影情怀”投射进作品，在《风再起时》

中，随处可见《雨中曲》、《花样年华》、《美

国往事》的影子。当被问到《风再起时》

是否借鉴致敬了许多经典影片时，翁子

光直言，“我一点不客气地说是真的。你

慢慢看就会发现许多‘迷影情怀’在里

面，类似于彩蛋的感觉。”翁子光将“香港

情怀”和“迷影情怀”糅进这些谜题，等待

和观众撞个满怀。

翁子光说，自己更大的能力在于编

剧，但在《风再起时》中，他弱化了叙事的

冲突性，用了一系列“纯电影”的视觉表

现手法去塑造这个梦，使得记忆中的老

香港蒙上一层模糊、暧昧、迷离的年代气

质。

翁子光把《风再起时》定义为“纯电

影”，用他的话说，“纯电影的意思是你需

要去电影院里看的电影”。

翁子光请来秦鼎昌做《风再起时》的

摄影指导。作为亚洲区“顶尖”的摄影

师，秦鼎昌早年参与多部杨德昌电影的

制作，先后拍摄过《赛德克·巴莱》、《海角

七号》，他摄影风格强烈，对比明显，翁子

光却告诉他，“我不希望这部电影‘风格

先行’，我希望影片内容更加地生活化，

让大家有时候忘记了摄影机的存在。”

“纯电影”的创作手法不断刺激观众

的“五感”，通过黑白画面、画幅比、画面

影调交替变换去渲染不同阶段的人物内

心变化，“磊乐（郭富城饰演）刚开始做军

装警察时画面颜色很淡，到六七十年代

时，我会使用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包括磊

乐（郭富城饰演）和蔡真（杜鹃饰演）跳舞

时都会用极其丰富的颜色表现人物炽热

的内心。到 70 年代 ICAC 那段时期，我

就用一些类似蓝色、灰色的单调色去表

达，因为那一时期黑白分明，冷战年代也

比较安静。我用审美去控制全片的颜

色。”翁子光说。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原声音乐由

丁克作曲，杜笃之制作，被翁子光评为过

去一年亚洲电影里最好的原声音乐。“正

是这些‘纯电影’的因素，我觉得《风再起

时》它是很纯粹的光影，它没有很多的负

担，特别有滋味。”

Dreaming，像梦一样

出演磊乐（雷洛探长）是郭富城继

《踏血寻梅》后，再度牵手翁子光。前作

中，郭富城饰演一名固执的老警察，戴着

黑框眼镜，头发花白，胡子拉碴，即便如

此，也难挡翁子光的赞美，“他太精致了，

他的脸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

莱坞明星，类似《罗马假日》的格里高利·
派克。”

郭富城的角色敲定后，还需要给他

安排一个对手，翁子光担心不论是谁往

那一站，都可能暗淡：“除非那个人是梁

朝伟。”

“郭富城的形象就是很典型的白手

起家的香港仔，和影片中的磊乐相似。

梁朝伟的形象代表着香港另外一个维度

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从文化艺术、

软件、建筑等方面都帮助香港朝着更丰

富繁华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梁朝伟很像

这一类人。”

翁子光喜欢用对影迷来说有特别意

义的演员。有“冷面笑匠”许冠文，“南海

十三郎”谢君豪。当被问及如何请到一

众老牌香港影星加盟电影，翁子光笑称，

“先搞定郭富城和梁朝伟，其他人自然就

来了。”他补充道，“我希望用的这些演员

对香港来说是有温度的，一站在那就有

很多复杂的感觉在这个人身上。他们身

上承载着香港历史，所以要非常具有代

表性。”

翁子光不希望以“港式动作猛片”等

字眼招徕观众，正如近日他在微博上写

下：这不是一部常见的商业动作港片，这

是一部赋香港情怀的言情历史电影。这

个说法也许不好卖，但我相信它有它的

观众，有它的知音。

◎新片

《我的青春不再见》

讲述了主人公徐志良在好友张

启阳劝说下，放弃教师工作，共同创

建物流公司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

间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横

跨20多年，反映了这段时间人们就业

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

上映日期：2月10日

类型：剧情/青春

编剧：刘渂

导演：刘渂

主演：冷海铭/温心/曲少石

出品方：徐州国梦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徐州市康力源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发行方：北京寰球影视文化

《山乡宁静》

围绕着一把紫砂壶以及背后的

文化传承与突破创新，哑女叶红通

过不懈的努力，收获了事业和爱情。

上映日期：2月10日

类型：剧情

编剧：蔚然/苏胜勇

导演：赵春梁

主演：杨添添/张子文

出品方：山西唯曼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发行方：山西唯曼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华夏电影

《天降神运》

28 岁的主人公，一直以来霉运

不断。工作上经历兄弟的背叛，生

活中房贷和信用卡还款的压力、女

友的期盼，这一切让他的生活一度

陷入绝望。此时出现了三根香，主

人公是否能够逆转人生获得好运

呢？故事由此展开……

上映日期：2月10日

类型：奇幻

编剧：梁淡若

导演：陈卓

主演：曾俊雄/刘禹希/谢家毅

出品方：四川九王子影视文化

传媒/四川若城文化传媒

发行方：北京寰球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黑豹：瓦坎达万岁》（美）

黑豹特查拉去世后，瓦坎达公

主苏睿凭借自己的努力，快速成长，

带领瓦坎达人民对抗海底王国亚特

兰提斯的王子纳摩，保卫瓦坎达。

上映日期：2月7日

类型：动作/冒险

编剧：瑞恩·库格勒/乔·罗伯特·
科尔

导演：瑞恩·库格勒

主演：莱蒂希娅·赖特/特诺切·
韦尔塔

出品方：美国漫威影业公司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风再起时》导演：

这是一部“纯电影”，像梦一样

本报讯 近日，《哈里斯夫人闯巴

黎》确认引进，将于3月31日登陆内

地院线。影片曾获得第95届奥斯卡

最佳服装设计奖项提名。

《哈里斯夫人闯巴黎》由保罗·
加利科发表于1958年的经典畅销小

说《一路水当当》改编，该片讲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伦敦一位丧偶的家

政女工，疯狂地爱上一件迪奥高级

定制连衣裙，并决心自己也要拥有

一件的故事。凭借勤奋工作、节衣

缩食，再赌上好运，哈里斯夫人筹齐

了圆梦资金，继而踏上了一场前往

巴黎的冒险。这趟旅程不仅将改变

她的人生面貌，也将重塑迪奥的未

来。

该片由安东尼·法比安指导，莱

丝利·曼维尔饰演主角哈里斯夫人，

伊莎贝尔·于佩尔，詹森·艾萨克，卢

卡斯·布拉沃等重量级演员倾力加

盟。

（花花）

《哈里斯夫人闯巴黎》定档3月31日

本报讯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蚁

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即将于2月

17日同步北美在全国 IMAX影院公

映，影片由 IMAX特制拍摄，特定镜

头将多出26%的震撼。

IMAX 特别发布《蚁人与黄蜂

女：量子狂潮》概念视觉，量子领域

的特质初露冰山一角，悬浮崩塌的

“巨石”和通往“天际”的通道并存。

同类电影中较少涉及的量子

领域将在这部电影中重点展示，蚁

人和队友也将迎来据称比灭霸更

加强大的反派“征服者康”。（花花）

IMAX发布《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概念视觉

本报讯 香港导演邱礼涛剿毒

题材新片《绝地追击》发布定档预

告，宣布将于4月7日正式上映。影

片由欧豪、谷嘉诚、俞灏明、黄尧领

衔主演。

《绝地追击》讲述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末的我国西南边境，“8077”边
防武警特战队在一次剿毒任务中，

先后遭遇山洪灾难和毒贩的算计，

死伤惨重，为了牺牲的兄弟，“8077”
幸存战士展开绝地追击，誓死与贩

毒团伙决一死战的故事。

预告中，“8077”边防武警特战

队无惧夺命凶险的山洪灾害，誓死

展开绝地追击，闯龙潭入虎穴，与亡

命毒贩上演近身肉搏。 （花花）

邱礼涛新片《绝地追击》
定档4月7日

本报讯 近日，2023 年中国香

港春节档票房冠军《毒舌律师》发

布群像版海报，黄子华、谢君豪、王

丹妮、廖子妤、王敏德主演集结亮

相，众生相，探人心。

影片由江志强监制，吴炜伦执

导，讲述另类律师林凉水如何在重

重困难下伸张正义的故事，上演了

一出震撼人心的法庭攻防战，该片

将于 2 月 24 日上映。

（花花）

《毒舌律师》发布群像版海报

本报讯 由李安执导的武侠电影

《卧虎藏龙》宣布将以4K版在北美院

线重映。

李安在《卧虎藏龙》中，把传统

中国功夫与中式美学相融合，在讲

述武林纷争和凄美爱情的同时，成

功输出了中国文化。其中，周润发

与章子怡身着白衣在竹海中穿行的

一场戏更是成为经典画面获得不少

好评。影片在 2000 年上映以来，获

得了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众多

殊荣，也帮助李安成为业内炙手可

热的著名导演。

对于《卧虎藏龙》4K版重映的消

息，不少影迷表达了期待。据悉，

《卧虎藏龙》4K版北美重映时间定于

2月17日。

（花花）

《卧虎藏龙》4K版2月17日北美院线重映

本报讯《想见你》发布内地限

定番外剧场短片《秘密》，由柯佳

嬿、施柏宇主演，聚焦莫俊杰与

陈韵如的感情线，诸多全新画面

曝光。

短片以莫俊杰的视角展开，莫

俊杰回忆起只与陈韵如有关的点

点滴滴往事，从 90 年代到 10 年代，

时间会变，不变的是长久的陪伴。

而这一次，当他们再次相遇时，莫

俊杰勇敢向前迈出了一步，他们的

故事也有了新的延续。

该片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在中

国内地上映。

（花花）

《想见你》发布限定番外短片

看完《风再起时》，梁朝伟给导演翁子光发了一

条讯息：这部电影很Dreaming。

在记者面前，翁子光拎出了一大串词尝试概括《风

再起时》，但都不太如意，他还是觉得梁朝伟发的这条

讯息最准确，“这部电影很Dreaming，像梦一样。”

为了做这场梦，翁子光在现实中游走。

自由影评人出身，翁子光的电影生命从北京的

电影杂志和海量影碟开始，多年后回到北京创作，

他常去影迷圣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经典老片，翁子

光打趣道，“我希望有观众能认出我，事实上没有。”

从影评人转向电影创作，翁子光的电影生命透

着“新浪潮”的腔调。

翁子光坦言，自己更大的能力在于编剧。当四

处兜售自己的本子却面临碰壁时，许鞍华说，“这个

故事没多少钱就能拍，既然是你想要的，为什么不

自己当导演呢？”

如果当时许鞍华没有这么说，翁子光可能不会

走上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创作之路。翁子光的第二

部电影长片《踏血寻梅》上映后技惊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