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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電影真實嗎？
▓王曉祥

何謂真實電影

愛看電影的人最愛問的問題，那就

是「真實電影」真實嗎？為了愛電影，

我們都繳了不少學費。回想起來，在多

年的觀影經驗中，最吸引我們的類型電

影，恐怕就是「真實電影」了，因為電

影廣告上標榜的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也就是英文based on a true story，其涵意

無非是告知觀眾，影片中講述的是其人

與其事，因為它取材的真實度，讓我們

覺得更貼近歷史，而我們的美感經驗，

也能更自然地投射或移情在角色與人物

的身上。

看 完 一 部 編 導 完 美 的 「 真 實 電

影」，等於上了一堂精彩的歷史課程，

也相等於閱讀了一本紮實的人物傳記。

因為，既有號召力，又有成就感，於

是電影界從1914年開始，就由美國電影

之父格里菲斯，拍攝了第一部歷史傳記

人物電影。畫家文森‧梵谷曾說過一句

名言「只要活著的人還活著，死去的人

總還是活著。」於是大製片家就不斷讓

已經作古的歷史或近代的大人物，甚至

於傳奇性的小人物，紛紛在大銀幕上復

活。默片時期最具震撼力的，就是法國

導演阿比甘斯的四小時《拿破崙傳》，

當時還是以極為實驗性的三塊銀幕分割

畫面，才能充分展現雄渾壯闊的戰爭場

面。接下來的好萊塢，在1930年也以歌

頌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萊利的一生

《英宮秘史》，頒予男主角喬治‧亞里

斯影帝頭銜。

回顧影史，85年的奧斯卡金像獎

歷史中，幾乎有四分之一的最佳影片頒

給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作品，其中

獲獎項目最多、也最賣座的，有《賓

漢》（11項）、《末代皇帝》（9項）、

《甘地傳》（8項）、《莫札特傳》（8

項）、《巴頓將軍》（7項）、《阿拉伯

的勞倫斯》（7項）。由於好萊塢的熱衷

真實電影，一時蔚為風潮，凡是具有歷

史魅力的人物與事蹟，總是一再被搬上

銀幕，其中最受矚目與青睞的是《埃及

艷后》，總共拍過11個版本，這還不算

電視片在內。林肯故事也上過六次大銀

幕；偉大的聖女珍德，則至少有四次以

▲「末代皇帝」劇照海報。

周恩來校友的浮雕像，都刻有周恩來寫

的：「我是愛南開的」六個字。

大鼓和相聲

在天津，我花了整整兩個下午去

聽一場大鼓、一場相聲。我的體會與收

穫，就像去西班牙看鬥牛、去美國看過

牛仔捕馴小牛、去法國看紅磨坊的肯肯

舞、去日本看藝伎表演一樣。來到天

津，這國粹是不能錯過的。

第一次聽大鼓是在電影裡，那是

1963年李麗華、井淼主演的「故都春

夢」，李麗華在戲裡唱了一段大鼓。後

來一位大鼓傳人章翠鳳師傅也公開表演

過一陣子。這次在天津聽大鼓，友人推

薦到「同悅興茶社」。我們點了一壺清

茶、一碟瓜子、一碟生切片青皮蘿蔔，

便在茶社消磨了半天。表演者女的都穿

旗袍或小鳳仙裝，男的都是一襲唐裝長

衫，一律民初打扮。大鼓有京韻大鼓、

梅花大鼓、京東大鼓，不是行家搞不清

楚。每一段表演大約二十分鐘。唱的內

容大多是歷史故事，有伯牙與鍾子期、

劉邦與楚霸王、三國的孔明戲周瑜、王

寶釧、秦香蓮、白蛇傳、武松過景陽岡

等等。他（她）們以流利的口才、熟練

的口技和抑揚頓挫的音調，唱出我們

熟知的故事，絲絲入扣的細述，贏得聽

眾共鳴連連，適時帶到高潮，更有掌聲

和喝采聲出現，台上台下互動熱烈。聽

大鼓聽得我血脈流暢，有一種溫暖甜美

的感覺。因為它引領我回到我們傳統民

俗文化的搖籃裡舒服地躺在裡面搖了幾

搖，搖得我陶醉了。

聽相聲的地方在「名流茶館」，

表演者老的多是相聲名角、年輕的都是

藝術學院專門陪養出來的新秀，自然是

聲藝不凡。與大鼓觀眾不同的是，聽相

聲比較多年輕人，而且外地來的觀光客

也不少。這裡供應的茶點同樣是茶、瓜

子、蜜餞、青皮生蘿蔔片，表演者也是

一律長衫。內容以社會現象、人生百

態、各行各業、各地風情為主要題材，

以幽默、諷刺、逗笑、警世的方式來逗

樂聽眾。我覺得聽一個下午的相聲，比

看兩場笑片還開心。

來到天津聽大鼓、聽相聲，感到

不虛此行。天津值得一遊的文化城，我

們多接觸、多品味大鼓、相聲，自會欣

賞其中的智慧和文化內涵，自然就會比

得出時下四百美金一張門票的「卡卡

（Lady Gaga）演唱會」，何者才是明智

選擇。（作者為本會會員）

▲末代皇帝浦儀的故居─天津「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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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成就，卻永留影史而不朽。

走筆至此，讀者可能會問：「為什

麼同樣以真人真事為藍本拍攝的電影，

其結果會有如此大的差距與出入？」比

較正本清源的說法，應該是回歸到歷史

與電影的本質上。一般的論述，是認為

電影是藝術、技術與幻術的結晶，而歷

史則是最接近真實的往事。說最接近，

是因為很多人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與

統治者所撰寫，是主流權勢下的歷史

觀。因此，當電影遇到了歷史，而且兩

相結合之後，成就了一樁有問題的婚

姻。法國文學家馬克費侯曾說，電影與

歷史常在歷史關鍵時刻交會，也在扭轉

未來局勢或造成社會變遷的那瞬間，相

互結合，在此主要時刻，電影便介入了

歷史。

但是，電影不同於枯澀的歷史文

獻或傳記著作，擅長於運用鮮活跳躍的

影像來說故事，往往喜歡化繁為簡，歌

頌浪漫與悲劇性的英雄與美人事蹟，編

劇憑著豐富的想像力，以歷史背景與主

題人物，來鋪述另一個電影版的歷史真

實故事，讓觀眾沈醉在歷史時光隧道之

中。

「真實電影」之面相

說穿了所謂「真實電影」，其不真

實的部份，就在於藝術虛擬與再創作這

個環節上。一部「真實電影」的評價與

優劣，取決於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擬之如

何巧妙搭配，如果就好萊塢出品的所謂

「真實電影」來分析，可以發現以下幾

個特殊面相：

第一、先論角色的弧度。角色通

常是影片的靈魂，歷史通常是劇情發展

的背景與場面。好萊塢通常喜愛歷史人

物兩極化，也就是從極善極惡、或英雄

與梟雄的一生事蹟中，去鋪排故事。但

是問題來了，如何將一個平均年齡70歲

的英雄人物，其一生60多萬個小時，壓

縮成2至3個小時的電影故事呢？於是編

劇就只能靠裁剪、取捨、濃縮，去簡化

歷史。蘇聯大導演、蒙太奇理論大師艾

森斯坦說過，電影要儘量簡約，但不能

簡化。換言之，不能略去必要部份與情

節，但是通常事與願違。好萊塢主導的

傳記人物片，通常採兩極化的描述法。

其一是隱惡揚善法，歌頌歷史人物的光

明偉大面，對其英雄事蹟一路挺到底，

譬如1982年英國導演李察艾登堡拍攝的

《甘地傳》，就以聖人化來歌頌印度聖

雄，對其個人生活中平凡或古怪的癖

性，與後來治國失敗，造成印度因宗教

而分裂之悲劇，淡而化之。

其二、就是反其道的「隱善揚惡

法」。1995年，奧里佛史東執導的《白

宮風暴（Nixon）》就是一例。編導集中

火力以「水門事件」末期，把尼克森總

統刻劃成一個粗暴、無禮、自私、說謊

的小人，並誇大其酗酒與婚姻之失敗，

經常口出「三字經」的表演，更是近乎

詆毀與造謠，對尼克森一生在外交與內

政上之輝煌成就，完全避而不提，是一

部不夠公允且失衡的作品。

「真實電影」的變奏

再說，虛擬或重組高潮，好萊塢主

流電影通常之拍片公式，是所謂的起、

轉、合三段法，重心擺在「轉」上，需

要大量之高潮戲來支撐戲劇張力，因此

就不擇手段，不惜在真實故事外，添油

上，被不同國家導演來詮釋。如果再以

數量來計算，遠的暫且不論，就以1995

到2005這十年，光是好萊塢就拍了235部

真人真事的「真實電影」。

「真實電影」的魅力

為什麼真實電影對製片人及編導

們，有如此大的致命吸引力？理由不外

乎，第一、它取材方便，歷史文獻檔案

及媒體報導資料豐富。第二、真人真事

素材本身就具有廣告及行銷的潛力，試

想誰不想一窺瑪麗蓮夢露的一生滄桑

史？第三、編導可以藉拍攝「真實電

影」來提高本身之聲譽，可以提高與彰

顯自身之藝術內涵，降低娛樂業的銅臭

味。第四，「真實電影」的題材具獨佔

性，眼尖手快的編導，可以捷足先登，

名利在望。例如，最近幾年，美國火爆

浪子型大導演奧里佛史東，就搶先拍到

了《亞歷山大皇帝》及有關911事件的

《世貿大樓》。

聽起來，好像拍「真實電影」就

如此無往不利、順心應手嗎？其實不

然，愈精彩的真實故事，愈炙手可熱，

有時候知名人物之傳記剛出版，就被炒

得洛陽紙貴，電影版權之爭奪戰就更加

慘烈了。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若干不

肖的製片人在無法獲得授權的情況下，

就開始玩起法律與文字上的遊戲，通常

是在影片的片首敬告觀眾，該片是「真

的事件」改編，英文是「based on real 

events」。其實，真正傳達的訊息是，吾

人無法取得原書作者之授權，因此影片

之內容是綜合與參考真的事件去創作。

他們在所謂公共財的模糊地帶玩把戲，

旨在避免法律上的責任，但真正最大的

問題是，影片必須融入更多的虛構情

節，讓觀眾無法分辨事件的真偽，但多

少還具有真人真事的影子。這類影片數

量龐大，不勝枚舉。

「真實事件」電影

最離譜的一類真實電影，是告知觀

眾影片源自「真實事件」的靈感，英文

是「inspired by actual events」。雖然，表

面暗示影片內容之真實性，但事實上，

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人伎倆。片

中的人物與事件好像影射某人某事，但

結果又不是那麼一回事，編劇東拚西湊

的後果，是慘不忍睹，害人不利己，

徒給真實電影留下惡名。不過，也有例

外。1941年，鬼才編導奧森威爾斯26歲

就拍攝了一部以影射當時報業大王赫

斯特（WRH）一生的《大國民（Citizen 

Kane）》，推出後雖遭當事人對號入

座，百般干擾，但影片內容之嚴謹與藝

▲「阿馬迪斯‧莫札特」電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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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人的原鄉
客家人之鄉─上杭

▓丘秀芷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很

多人擠到北京時，海內外多位丘（邱）

姓後人，則是到閩西上杭，因為那天是

紀念清嘉慶年間就有的丘祠重光落成典

禮。上杭早就擇定了舊曆9月25是吉日，

碰到十八大延期，正好同一天。

問大家上杭在哪裡？台灣萬分之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不曾聽過這個地

方。其實，全球四千萬個客家人後裔，

溯根追源，大半的原鄉就是閩西上杭。

只不過，極少是近百年內才離鄉的，如

作家鍾梅音、前台灣國防部軍事發言人

孔繁定、八百壯士副團長上官志標等。

其他多數人是遠祖在上杭，宋、元、明

各代遷出到其他地方，再移至台灣或海

外。如李光耀，先祖上杭，再到廣東大

埔，再到新加坡；如孫中山祖先，由上

杭到廣東香山，清末再隨長兄到檀香

山。中華民國和新加坡的國父原鄉都是

上杭。香港首富李嘉誠，祖先也來自上

杭。

一般人都只粗略知道，客家人本

是中原人，對遷移到南方和海外流程不

見得清楚。其實歷經五胡亂華、唐、北

南宋、元、明，有的去山東，有的去四

川、湖南、湖北，去江西的最多（文天

祥就是），而由江西，順著汀江河去上

杭，汀江南流接廣東韓江，再由汕頭出

海。很多客家人就是順著汀江南行，所

以粵北梅州、蕉嶺、五華、興寧等，嘉

慶州是客家重鎮，而近海的海豐、陸

豐，也是客家要地。

上杭古產金，又稱紫金，古代以淘

洗出金沙，產量漸少，上杭也由富都漸

成窮鄉，加上元、明、清、民初兵燹，

愈發難以生存。所以南宋開始，因避元

兵而入粵，到清代太平天國之變，又是

一次大遷徙，民國成立後也多次變化，

民初是蘇區之一，蘇區都是最艱苦的地

區，離上杭不遠的江西井岡山（中國共

產黨發源地）就是典型的蘇區。

鎮邑與河南堂

先民由窮困家鄉出走，通常帶著祖

先牌位。邱家祖先牌位上寫著「河南堂

丘（邱）代歷代先祖之神位」。來台歷

代先祖墓碑碑眉，則加上「鎮邑」兩個

字。

家父告訴我們祖先清乾隆年間來

台，原鄉是廣東鎮平，所以碑眉上記

「鎮邑」，而河南堂是因為我們遠祖姜

子牙對建立周朝有功，封地在河南商

丘，所以後代改為丘姓。清朝雍正帝為

避孔子名諱，下令所有丘字包括地名、

人名、物名要改為邱或   。民國成立

後，有些恢復本姓，從此邱、丘並列。

為何來台第一代祖上寫十八世祖

加料。最常見的伎倆，就是虛擬或增加

愛情戲的分量，例如誇大英國16世紀女

皇伊莉莎白一世，與寵臣萊斯特，及其

養子伊塞克斯‧德沃羅的浪漫、近乎放

蕩的情愛場面。

其次，是編導喜歡主觀滲夾個人的

視角與觀點，讓影片中人物的動機顯得

聳動怪異，甚至極具爭議性。例如1991

年奧里佛史東精心策劃編導的《誰殺了

甘迺迪總統》，就巧妙地融合了大量的

新聞紀錄片資料，並拚組了繁雜的官方

與非官方的檔案與說詞，大膽且鐵口直

斷將甘迺迪之死，歸咎於政府情治單位

的暪天大陰謀。導演塑造了一個紐奧良

的地方檢查官的英雄形象，以小蝦米對

抗中央大鯨魚之姿，展開了一場火爆的

調查大戲，但觀眾在感受上，似乎是導

演為甘迺迪的懸案，動了一場血淋淋的

手術。這種似是而非的動機論，嚴重影

響普羅大眾的判斷力。影片推出後，遭

受有史以來最多的爭論與討論，雖然影

評人就該片之藝術成就給予肯定，但就

真實電影的真實性，就給予高度懷疑。

最後，再談製作或杜撰爆炸性的結

局，例如1965年的音樂傳記片《真善美

（The Sound of Music）》，編導雖然根據

二戰時期片中女主角瑪麗亞的回憶錄改

編，但其中偏離事實之處，不可勝數。

修女瑪麗亞還俗，嫁給比她長25歲的英

國海軍潛艦長范川普，基於疼愛九個子

女而非與范之愛情；其次，范之長女也

沒有與加入德國蓋世太保的男朋友戀愛

這段戲。當然，最大的刪改之處，是舉

家在德軍舉辦之音樂大慶後，潛逃越過

阿爾卑斯山，逃往美國。事實歷史上，

舉家在奧國以范川普合唱團演唱數年，

最後是乘火車逃脫，而非登山越嶺。女

兒之一小瑪麗說，如果照電影的結局登

山，他們會逃往德國希特勒的手掌之

中，而結局與納粹抗鬥之段落，純粹是

好萊塢加油添醋的偽作，並非歷史上的

真實。

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真實的人生，

往往不是現成的劇本；生命的故事，往

往是由狂痴之人以喧鬧激昂的方式來述

說的。但是觀諸影史，製片人不一定要

自大狂妄，只要謹守分際，以嚴謹的

態度、客觀的立場與優雅的手法，一樣

可以將真實電影拍得既真實又生動。

1998年，凱特‧布蘭琪主演的《伊莉莎

白》；1994年，澳洲導演傑克‧彼德遜

的《夢幻天堂》1970年，喬治‧史考特

主演的《巴頓將軍》；1990年，史柯西

斯導演的《四海好傢伙》以及角逐奧斯

卡的《黛妮與女皇》，在在印證了電影

與歷史的結合，也可以是一樁美滿的婚

姻。（作者為專業影評家）

▲「誰殺了甘迺迪」電影宣傳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