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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持着稳
定拍摄量的许鞍华
又出新片了，《明月
几时有》作为许导
演最新的力作，是
献礼香港回归 20
周年的主旋律影
片。这部电影取材
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与历史人物，以香
港抗日史上著名的
“东江纵队”真实事
迹为蓝本，讲述了
小学教师方兰和她
青梅竹马的男友李
锦荣、游击队长刘
黑仔等人在被日军
占领的香港顽强抗
争的事件，展现香
港沦陷下的平凡人
的故事。

许鞍华作为香
港最杰出的导演之
一，甚至可以说是
整个华语影坛最杰
出的女导演，她所
拍摄的电影大多数
都是以香港作为背
景的。所以尽管
《明月几时有》是一
部讲述抗战故事的
影片，但仍旧没有
脱离香港这方天
地，甚至片中小男
孩长大之后的职业
也只是一名最最普
通也最有特色的出
租车司机。许鞍华
的视角几乎不会离
开这片土壤，也为
观众还原了香港的
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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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女导演，许鞍华镜头下的女性角色虽然形态各
异，但各有各的美，甚至是年老之后的萧芳芳等人，都像是玛
格丽特·杜拉斯笔下那种“当初您很美，但如今，我更爱你饱经
风霜的容颜”。许鞍华电影中，有很多大咖，他们来拍她的电
影，片酬从不计较。一方面是许鞍华在圈子里的口碑向来不
错，人又谦和；另一方面则是，拍她的戏，大多能得奖。

鲍起静凭《千言万语》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萧芳芳
凭《女人，四十》同时斩获了香港金像奖和柏林电影节影后，叶
德娴凭《桃姐》同时斩获香港金像奖和威尼斯影后。艳星李丽
珍甚至也凭借《千言万语》获得金马奖影后。而文艺女神林嘉
欣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跟许鞍华合作的《男人四十》，获得香港
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起点
高得惊人。

在电影里，这些女明星大多出演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人，
许鞍华挖掘她们身上生活化、接地气、真实的一面，让她们有
丰富的发挥空间。明星在她的镜头里，不需要做明星，只要做
那个内心中无法企及的自己。

当然，也有一些男明星在许鞍华的戏里得到了发挥，比如
说张学友的《男人四十》，就剖析了临近中年的男性心理。刘
德华是许鞍华另一个受益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许鞍华的

《投奔怒海》里，刘德华获得人生第一个主演角色，这个角色也
让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大奖“金像奖最佳新人”。后来，许鞍
华拍摄《桃姐》的时候，刘德华投资了2000万，并且担任了主
演。凭借这部电影，刘德华获得了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
佳男主角奖以及第31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虽然并不是出生于香港，但对于许鞍华来说，香港就是故
乡。她所拍摄的电影，很少是讲述发生在香港之外的故事。
正像是《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所饰演的角色，许鞍华在拍片
之前要进行大量的调查走访，而在香港这一方天地已经足够
了。

1990年，许鞍华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客途秋恨》。讲的是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女子葵子嫁给一名中国军官的故
事：军官退伍后在香港工作，妻女则留在澳门老家；葵子因语
言不通，与公婆及女儿感情疏远，在女儿晓恩的眼里，母亲是
个自私自利，只懂打牌的女人。她有母亲等于没有母亲。但
当二十五年之后，晓恩因为妹妹已出嫁并移民，只能无奈地回
来陪着母亲返乡的过程中，她才慢慢了解母亲当年的处境。

这部片子出动两大影后，张曼玉和陆小芬出演，特别是张
曼玉的角色，其实就是许鞍华本人的一个侧影。许鞍华出生
于辽宁鞍山，父亲是国民党文书，两个月大时她跟随父母移居
澳门，5岁到香港；直到15岁，许鞍华才知道母亲是流离的日本
人，“每个人都说她是东北人，我一直以为她不会讲广东话，又
没读过书，所以不太认得中国字。”

“人生真是奇怪，当初要不是冲动我也不会到满洲去，日
本要不是战败，我也不会遇见你爸爸，人生就不一样了。”在电
影里，借葵子的口，许鞍华道出了自己的命运观。这也完成了
许鞍华与母亲在情感上的和解。而在《明月几时有》之中，周
迅演出的最好的一个情节，也是在她决定不去救母亲的时候，
一边说着道理，眼眶却红红的泛着泪。也许，这是对于母女之
情的最好注解。

香 港 从 1941 年 12 月 到
1945 年 8 月被日军占领，在香
港陷落之后不久，中共广东地
方组织、香港地下组织和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经
过周密的计划，成功营救被困
在香港的上千名进步文化界人
士、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
国际友人。大营救过程中，无
一人受伤或被捕，赢得了国内
外各界人士的赞扬。著名作家
茅盾称赞这次抢救工作，是“抗
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电影《明月几时有》的开头
就是一户普通的香港家庭开始
的，周迅饰演的方兰，家里租了房
子给作家茅盾。日军占领了香
港之后，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
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等数百
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
都受到了特务和日军的监视。

1942 年元旦前夕，由于港
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日军

决定近期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
内地去。掌握此情报后，东江纵
队迅速展开了营救工作。其中，
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三人先行
突围离港，一路仔细研究了从九
龙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路线、警
戒等情况，最终确定了从九龙撤
出的两条路线。

元旦过后，紧张的“偷渡”工
作开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派出海上护航队，用3艘小木船把
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分成
数批，从香港“偷渡”到九龙，通过
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龙
根据地；或从九龙西贡村乘船到
宝安大、小梅沙，再转到坪山根据
地；或乘船到汕尾或澳门转移。

1941年1月11日，化装成难
民的邹韬奋、茅盾等一行20多
人，有的身背一袋小米，有的身穿
破旧的衣服，把眼镜、钢笔这些容
易暴露知识分子身份的东西都
藏了起来。在交通员的带领下，

穿过九华径到达荃湾，继而北上
进入大帽山区、元朗等地，最终安
全抵达了抗日根据地。整个营
救的过程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千
余名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
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就这样在抗
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
奇“蒸发”，无一人被捕。

惊心动魄的营救也给这些
文化界知名人士留下了深刻印
象。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
人在 1949 年后还多次撰写文
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
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茅
盾更是称赞此次营救为“抗战
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
伟大的‘抢救’工作”。

不仅如此，东江纵队还积
极协助其他国家，先后从日本
战俘集中营中救出英国人 20
名，美国人8名，印度人54名，
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苏联
人、菲律宾人各1名。

在《明月几时有》中，有一
个完美得堪称BUG的人物，方
兰青梅竹马的男友李锦荣。“会
说日语、英文，会做菜，会跳舞，
还会写诗”……堪称全才的李
锦荣虽然是给日本人工作，但
实际上却成为整个东江纵队情
报系统的消息主要来源，最后
让方妈、富家大小姐、甚至是酒
吧女都被日本人关押起来的那
份情报，就是李锦荣亲手油
印。不仅如此，在日本军官以
性命逼迫之下“7 步成诗”，最
后被日本军刀砍了两下仍旧一
声不哼充满了正气，再加上霍
建华那张无欲无求的老干部
脸，除了“自带主角光环”之外，
完全找不到词汇来形容。

那么，这样一个人物到底历
史上有没有原型？

历史上的李锦荣是港九大
队的一名交通员，曾参与护送营
救文化名人行动。与电影中的

人设为方兰男友不同，李锦荣和
方兰只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
同志，并不像是电影中那样，有
感情方面的纠葛。他跟春夏扮
演的富家千金一样，都是那个年
代在暗处抵抗侵略者默默牺牲
的地下党特工的代表。

李锦荣没有原型，但是女
主角方兰有。就像是影片末尾
方兰拥抱刘黑仔时说的那样：

“我的真名叫做孔秀芳”。这句
话既是电影台词，又是点明了
历史中方兰的真实身份。

在电影中有一个非常感人
的故事，就是方兰为了保护市区
中队和短枪队，决定放弃营救母
亲。这一个故事是根据真实历
史改编的，方兰的母亲冯芝在渡
海执行送情报的任务时被日军
宪兵逮捕。游击队员们摸清了
情况，制定了行动方案，准备武
力强行营救。方兰压抑着对母
亲的深厚感情，强忍悲痛，果断

地制止了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营
救行动。冯芝在狱中坚贞不屈，
当敌人问她是“什么人”时，她自
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最后
被日本海军刑事部以“间谍罪”
处予死刑。

抗战结束后，方兰仍然以
教师为职业，在香港工作和生
活。1945 年至 1947 年先后任
香港地下党区委书记、九龙职
工小组长、女工工作组长等，继
续从事地下工作。‘方兰后因工
作需要，调到广东省妇联工
作。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
副主任、主任、全国妇联常委、
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虽然在《明月几时有》中，既
有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又有霍
建华饰演的李锦荣，但方兰最终
一个都没嫁。1949 年后，方兰
与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广州日
报》第一任社长、原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赵冬垠结婚。

无一伤亡的“秘密大营救”

方兰有，全才“李锦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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