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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灘和沿灘的濱海公路，是北方最好

的海濱遊樂區。煙台的「張裕酒廠」有

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它出品的葡萄酒，

獲得世界品酒協會認可，列為「世界名

紅酒」。現在「張裕酒」在國內外已經

供不應求。在煙台幾天，我常看到在路

邊停著小貨車，滿載榴槤。榴槤是從南

方進口的高價水果，在這裡賣得這麼

好，證明民間一般的消費力已經大為提

高。來到煙台，吃海鮮是一大享受，魚

蝦貝類海蔘應有盡有，而且是價廉物

美。

煙台大學，是這裡的最高學府，科

系相當齊全。我最「驚艷」的是，煙台

圖書館前面，有一座巨大的白色石雕，

它是一本翻開的書，上面那兩頁刻著的

是荀子的「勸學篇」。相信很多人讀過

這篇古文，其中有：「不登高山，不知

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之句，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這種「先

王 之 遺 言 」 的 話 可 是 要 被 掃 除 、 被

「破」的「封建」舊東西，現在竟然聳

立在圖書館正門前，以古人的話來勸學

了。回到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令人起

敬！

離煙台不遠有蓬萊閣，是名聞遐邇

的仙境。它不但是當年秦始皇要來尋仙

葯的地方，也是「八仙過海」的地方，

古今多少人夢寐前來尋訪。來此一遊，

登閣覽勝，遠眺壯觀的海景，想像八仙

過海如何各顯神通，快意中還沾得一點

仙氣回來，誰曰不值？連蘇東坡都在此

題有「人間蓬萊」四個大字呢。 

蓬萊閣的名勝古蹟還有秦始皇的駐

軍營址、戚繼光故里。除了可參觀抗倭

名將戚繼光住過的宅院，還有當時的兵

器陳列室，展出多種明朝時期的武器，

像弓箭、長矛、腰刀、火砲、泥塑小兵

馬（明代的兵馬俑）排成的軍隊佈陣隊

形等等，信相史學家看了更感興趣。

回頭談到韓國華僑和僑生。前面

說過，從韓戰、越戰以後，韓國華僑漸

漸移居美加等地，經過這三、四十年，

他們在那第二僑居地已經立穩腳跟，開

餐廳、做貿易、投資房地產，都創業有

成。他們的的第二代，在美國受過完整

的各階段教育，開始在社會嶄露頭角。

像美國洛杉磯山東同鄉會的理事長，就

是韓國僑生的第二代。

至於這些「老」僑生，近年在家

鄉煙台購屋置產不少，也以其餘力回饋

家人，對家鄉的經濟成長，有一定的貢

獻。我這次去煙台遇到幾位從美國亞特

蘭大和洛杉磯來的韓國華僑，聽了他們

的奮鬥史，感動之餘，信筆寫下一首詩

相贈：「嘗聞無魯不成軍，未知魯人皆

善拼。文武雙帆揚四海，成就歸來慰鄉

親。」這些山東老鄉傳閱之後，不論男

女、也不論有沒有酒量，硬是找我乾

杯。豪氣把我弄醉，他們自己也醉了！

（作者為本會會員）

經典電影的永恆記憶
追念新寫實主義大師狄西嘉

▓王曉祥

就是他的良知和理念
1974年11月13日，寥寥幾行的外電

傳訊稿報導了一樁讓關心世界電影文化

朋友驚愕的消息，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大

師維多里亞‧狄西嘉因癌症病逝於巴黎

寓所，享年七十有二。真沒人敢相信，

這麼一位永遠健康、堅毅的電影狂熱工

作者，會這樣遽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今

年2012年是他110歲冥誕，全世界都在追

念他。

在世界性的電影文化圈裡，狄西嘉

是一位少見的隱士，在所有坊間的資料

性文存或檔案中，很不容易找到狄西嘉

這個人深入描繪的文字，除了電影書籍

中，有些零星的散記外。狄西嘉在觀眾

或影評人的心目中，永遠是個邈不可及

的人物，他從來不公開談論自己的工作

情形，也從不接受任何逼供式的訪問，

熱愛他的人只能從他的作品中去感受他

的敏銳思維與豐富理念。

在這個犬儒氣息極重的世界，狄

西嘉選擇了由作品來替他發言，由敬業

的態度來衡量自己的輕重。他決不是一

代電影宗師，但是卻代表了屬於他那個

時代的良知。狄西嘉是一位不懂得說謊

的藝術家，透過電影藝術形態，三十年

來，狄西嘉展示了一個激變中的社會與

讓人欷歔低迴的人生。

新寫實主義崛起
以區區的幾部作品，即醞成江河

般宏壯的電影思潮，狄西嘉的發跡與崢

嶸，並非來之偶然。義大利影壇在羅塞

里尼與狄西嘉出道之前，原是一片荒

瘠。早期的默片只是聊具一格，乏人問

津，到了有聲影片來臨，卻又遭逢墨索

里尼的獨裁專政，義大利的電影失去了

靈性，成為影壇野心家的宣傳工具與

商人急功近利的犧牲品。這個時期充

塞在義大利戲院裡的，盡是擁護墨魔

的宣傳片與所謂「白色電話筒（white 

▲狄西嘉攝於1952年。

▲荀子〈勸學〉石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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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的俗爛文藝片。因此，電

影背棄了人群，脫離了社會。

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墨索里尼的政

權下，居然也還好大喜功地整頓了一番

電影業，這段時期裡，一座龐鉅的「新

藝影棚」壯麗地座落羅馬，另外一所命

名為「電影實驗中心」的電影學校也宣

告落成。這兩項陰德，延續了義大利的

電影命脈，也播下了來日開花的種子。

1945年，在大戰的尾聲，意、德兩

國仍做困獸之鬥的當兒，義大利影壇崛

起了一位羅塞里尼，也在納粹人員的虎

視下，完成了一部悲壯的「不設防城市

（Open City）」，這部影片新的風格與

嚴肅的主題，開啟了電影思潮中的「新

寫實主義（Neo-Realism）」時代。狄

西嘉也就在這個時期，湧進了時代的洪

流，掀起了波瀾萬丈的電影文化革新。

維多里亞‧狄西嘉（Vit tor io  De 
Sica）1901年7月初7誕生在義大利的蘇

瑞。父親來自拿波里，狄西嘉的童年是

在拿波里度過的。學校畢業後，曾經在

公家機關裡伏案弄文，後來投身於戲劇

界，慢慢地，這位翩翩美少年成為歌唱

舞台喜劇中的要角，優雅的演技極獲觀

眾激賞。

把社會和藝術結合起來
1928年，狄西嘉由舞台轉入電影

界，在他的第一部影片中是飾演一個不

良少年的小角色。此後，在導演卡米瑞

尼的提攜下，狄西嘉成為「白色電話

筒」公式影片中的大情人，在蕭條的

三十年代裡，狄西嘉成為滿足人們逃避

心理的銀幕偶像。

當四十年代來臨時，狄西嘉的興趣

隨著野心轉向導演的工作。最初與羅西

史‧卡萊迪合作，拍了幾部自導自演的

喜劇，並不令人矚目。1942年，可以說

是狄西嘉電影生涯轉捩點，他在偶然機

會裡，遇見了當時名重一時的編劇家西

薩‧柴法堤尼（Cesare Zavattint），由於

柴法堤尼的寫實理念影響了狄西嘉的敏

銳思維，這一對絕佳的搭檔於是掀開了

義大利電影事業的新氣象。

1943年，狄西嘉收斂起過去嬉鬧

的影子，以沈重與嚴肅的心情來環顧自

己周遭的生存環境，從這個時期開始，

狄西嘉徹底改變了電影觀。他把社會看

成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社會的變遷、

流動與結構都是他素材的來源，一切情

節都在身邊發生，不用再去杜撰。戲中

人物，將是真實而平凡的血肉之軀，而

不再是虛構的甜美夢境。這種被人們稱

之為新寫實主義的電影觀，揭櫫的內涵

是強調人們在生存環境中，對種種基本

需要的追尋，譬如食、衣、住、行、親

情、性愛。

這種嶄新的電影觀同時也打破了若

干年來電影的存在形態，大量的實景取

代了影棚，真實人物瓜替了職業演員，

機動的電影技法如隱藏攝影技巧、實音

配錄等，突破了傳統的電影文法。此刻

的狄西嘉起步雖然晚於羅塞里尼，但卻

飛速在坦蕩的理想跑道上奔馳。

從1943年開始，狄西嘉與柴法堤尼

深深地把自己的藝術生命與現實社會結

合在一起，當時二戰剛結束，戰敗國的

義大利到處都是破瓦殘垣的觸目驚心景

象，狄西嘉鑑於社會的百廢待興，乃從

現實的橫切面去發掘問題，揭露死角，

進而希望引起建設性的社會行動。

擦鞋童與單車失竊記
1946年，狄西嘉與柴法堤尼精心合

作的「擦鞋童（Shoeshine）」，就是在

這種心情下完成的。這部極為寫實的影

片並沒有太多的故事情節，也缺乏花巧

的鋪排，只展示了國破家亡之後的街頭

孤兒們的徬徨與無知，及至於遭到歹徒

利用，為社會增添無限的問題與隱憂。

狄西嘉懷著極為沉重的心情向社會亮起

了紅燈，觀眾對「擦鞋童」的反應並不

熱烈，但是看過這部影片的人，卻沒有

人不承認它是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

1948年，狄西嘉的悲天憫人胸懷似

乎更為濃厚了，他喜愛一本由路依基‧

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所著的社會

記實小說《偷車賊》，於是柴法堤尼負

責將之改編成「單車失竊記」劇本，但

由於製片界的蕭條，當時竟沒有人願意

資助拍攝。最後，只好由狄西嘉個人設

法籌資，完成了一部忠實的社會悲劇。

由於「單」片對素材的提煉與內容

銳意的鋪排，獲得了無數觀眾的熱淚，

也驚撼了國際影評界，「單」片被譽為

是最具有人道理念的社會寫實劇。狄西

嘉以幾乎近於新聞紀錄影片的手法，來

追蹤一對流浪在羅馬街頭、相依為命

的工人父子，淡淡的生活切片卻赤裸裸

地顯露出戰後社會秩序的失散、人心的

乖戾與命運的無奈。狄西嘉鏡頭下的可

憐父子，就是當時戰後羅馬街頭每個小

市民的寫照，當社會在黑暗的過渡期中

摸索時，這部「單車失竊記」所要闡明

的，並非世態的冷酷與人生的無助，相

反地，當影片結局以遠景送走一對悲悽

的父子時，予人的感受是激起無比的勇

氣與信心來走完荊棘的路途。狄西嘉

▲「擦鞋童」。

▲「單車失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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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這種技法

也成了「新寫實主義」下作品的典型章

法。

可敬的執著
「單」片在許多喝采聲外，也間雜

著嚴厲批評。有人說，「單」片充塞著

社會主義的暗灰色彩，也有人指責，編

導有意拿放大鏡來觀照社會的黑暗面。

批評歸批評，狄西嘉由一個義大利拍電

影者，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間令人談論最

多的新銳導演。「單」片的成功，除了

得力於編導的搭配外，最主要的還是對

「新寫實主義」精神的把握與執著。

在電影史上，流傳著一段狄西嘉吐

露的漏網小插曲。話說當時狄西嘉籌拍

「單」片時，急於籌募資金，隔海的美

國好萊塢某製片家聞之，大感興趣，聲

言願意投資數百萬美元，但條件要安排

由加利‧葛蘭擔任「單」片的男主角安

東尼奧，但是狄西嘉不為所動。結果，

這位主角最後落在一個從沒有演過戲的

打鐵工人身上。這就是狄西嘉生前可愛

與可敬之處。

「擦鞋童」與「單車失竊記」是狄

西嘉從純社會學觀點出發，討論人與生

存環境之間的僅有二部代表作，以交互

行為或事實指出一種現象，讓人們去目

睹、接受或認同這種現象，進而覺醒於

問題的存在與需要提出解決的辦法。這

種鮮銳的表達方式，似乎在「單」片的

完成後告了一個段落。

平凡中更求深入
這個段落並非說明狄西嘉所奉行的

「新寫實主義」己經結束，事實上，當

五十年代來臨時，狄西嘉又將他所信仰

的電影理念，轉入另一層境界。這個時

期，狄西嘉將純社會學的電影裡，滲揉

了心理學的要素。他認為，除了要展露

社會現象的表層之外，應該深入劇中人

的心理意識世界。1951年的作品「米蘭

的奇蹟（Miracolo Milano）」，即是狄

西嘉轉變後的代表作。這是部鄉土味十

足的傳奇故事，題旨在說明人們的快樂

與否，完全取決於個人意念、信心與勇

氣，才是真正的奇蹟推動力

1952年，是狄西嘉影藝生涯中的另

一個超越。他以極細膩的技法，來剖析

一個有關老人的社會問題，這部片子叫

「風燭淚（Umberto D）」，雖然也是一

部「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但是編導並

沒有就老人問題在片中大談社會福利制

度或養兒防老的高調，狄西嘉所要交待

的，正是一個極為平凡的故事老人，在

▲「風燭淚」。 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狄西嘉以片中主

角翁貝多的生活瑣細與內心的感懷，作

為整齣戲的經緯。翁貝多的自喃囈語與

街頭巷尾踽踽獨行，都透發著強烈的劇

力，其顯露的不僅止於一種現象，而是

一種懍人的心相。

進入五十年代以後，歐洲遭受到

戰爭洗禮的國家，已開始從廢墟中走向

復興的坦途，各國的電影製片事業也慢

慢恢復了元氣，描繪戰爭餘悸的寫實影

片漸次被其他題材慢慢取代。「風燭

淚」一片之後，狄西嘉終於禁不住美國

製片的遊說，1953年，由美國人投資以

美國演員拍攝了一部美意合作的影片，

片名叫「輕浮的美國太太」，結果成績

平平，沒有受到影評界的注意與重視。

1954年，狄西嘉又回到自己的創作環境

裡，拍了一部由六個獨立單元所組成的

一部鄉土寫實片「故鄉拿波里（L’oro Di 

Napoli）」，從小生長在拿波里的狄西

嘉，在片中注入了個人深摯的情感，他

以不同的故事襯托現在拿波里的一切。

他的這番用心與努力，也沒有受到影評

界的重視，甚至加以若干非議。因此，

在後來上演時，將片中的兩個單元完全

刪除掉，但是偉大的評論家巴辛卻獨對

被刪減的那兩段的處理最為激賞，並認

為是狄西嘉生平最佳的表現之一。

活躍在銀幕上
隔了一年，1956年，狄西嘉與柴

法堤尼為了拍攝「II Tetto」而彼此意見

分歧，於是暫時拆檔。在以後四、五年

裡，狄西嘉為了集資拍片，接受了無數

片約，在片中擔任主角或配角的演出，

其目的是計畫把當演員的酬勞花在自己

的製片上。據電影史專家統計，狄西嘉

一生一共演過多達150部以上的電影，

在片中有的角色，他給予水準以上的演

出，有的角色也僅止於驚鴻一瞥。

當五十年代未期，狄西嘉忙著活

▲「義大利式的結婚」，捧紅蘇菲亞羅蘭。

▲「故鄉拿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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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在銀幕上的當兒，義大利的「新寫實

主義」又在一批新銳的導演手中得以延

續，像過去替羅塞里尼或維斯康堤當過

助手的費里尼及安東尼奧尼，都紛紛推

出自己的作品。他們把「新浪漫主義」

的題材滲揉在「新寫實主義」的架構

裡，費里尼等人都是講故事的能手，他

們能把一個江湖賣藝平凡故事「大路」

或是愛情故事「白酋長」、「浮華世

界」拍得真實而感人。

1959年，狄西嘉猶在過演戲的癮。

這次，他應英國一家獨立電視公司的邀

請，參加一部名叫「四義士（The Four 
Justmen）」的電視影集演出。他在片中

飾演一位公正不阿的律師，專門除暴安

良。這部影集的收視率不差，可是對狄

西嘉而言，未免有點太大材小用了。

由沉鬱而趨朗麗
1960年，分手達五年之久的柴法

堤尼，再度把狄西嘉拉回到導演圈，兩

人重新搭檔，推出了一部「烽火母女

淚（Two Women）」。雖然仍是以戰

亂為背景的故事，但是很顯然的，「新

寫實主義」精神與風格已完全淡化了，

「烽」片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位取代

安娜‧麥葛蘭妮（「不設防城市」女主

角）地位的女演員菲菲亞羅蘭，狄西嘉

使她獲得了一座奧斯卡金像獎。從此以

後，這位典型的義大利女郎就成為狄西

嘉電影意念與靈感的發言人了。

進入六十年代，狄西嘉又再度修正

了他的電影觀，以往的那般深沉與抑鬱

的低調，逐漸化為朗麗與含蓄的輕快節

奏。1961年「三燕嬉春」中的那段「最

後的審判」跳躍著喜劇的音符；1964年

的「昨日 今日 明日」與「義大利式的結

婚」，更是巧妙地把社會批判與喜劇形

態揉合在一起，同時，狄西嘉也首度嚐

到了票房紀錄的甜美滋味。

1965年以後，狄西嘉進入了電影事

業的晚期裡，作品依然猶如其人，無論

喜劇、悲劇，永遠以一顆溫雅厚實的心

來描繪真實的人生。

最後作品
很少有人知道，進入七十年代後狄

西嘉早已罹上癌症，也很少人注意到，

狄西嘉在巴黎又完成了他生平的最後一

部影片「中產階級」，並且還榮獲了最

佳外國影片中的金像獎。

一切名利，對狄西嘉來說已經不重

要了，因為他空著手離開了這個世界。

從新聞報導中看來，狄西嘉的去世

全世界好像只有蘇菲亞羅蘭一個人在墓

前流淚似的，其實心裡真正難過的，又

豈僅一位知己呢？（作者為影評家，曾

任兩屆金馬獎主席）

▲「烽火母女淚」。

跟著王曉祥看電影
為落實理事長陳三井4月27日就職典

禮時揭櫫之「關懷會員及員工為爾後施

政重點之一」的理念，嗣經常務理事會

議同意，每月放映經典電影供會員欣賞

交誼，先行試辦三個月。

說到電影欣賞，一定先想到曾經在

《僑協雜誌》發表不下十餘篇〈經典電

影的永恆記憶〉專文的著名電影評論工

作者王曉祥，他曾任兩屆金馬獎主席。

目前在銀髮族協會、喜大人協會開辦電

影欣賞活動，場場爆滿；亦在行天宮社

會大學及輔仁大學授課，頗受歡迎。

王曉祥學識豐厚，口若懸河，風

趣幽默，在喜大人協會流傳著這這一句

話：「跟王曉祥看電影，三年不出師，

也成行家。」想要成為欣賞電影的行

家，跟著王曉祥準沒錯。

為能完善舉辦電影欣賞會，特於6

月7日邀請王曉祥到本會現地會勘播放電

影設備及場地，並且以其專業知識避開

播映版權問題，同時敲定於7月12日，以

1945年出版的「郵差總按兩次鈴」作為

電影欣賞會的首映片，這部電影的年紀

與本會相當，僅少三歲。它可算是西洋

版的「潘金蓮、西門慶謀殺武大郎」故

事，改編自同名小說，影片的名字來自

於小說中的女主角卡拉寫給男主角法蘭

克的一張字條：「上帝就像郵差，祂總

是按兩次鈴。而你通常都在後院，總要

等到二次按鈴的時候才能聽見。」 

年輕漂亮的卡拉嫁給了年紀大她

許多，又老實又吝嗇的小漢堡店主。一

天，年輕率氣英俊的法蘭克流浪到了這

裡，並成為店裡的工人。他們兩人逐漸

相戀，於是，一場「奸夫淫婦謀殺親

夫」開始了。（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2012年7月12日經典電影欣賞會海報。

▓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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