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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胭脂扣
Rouge

1988 年╱彩色╱ 96 分鐘╱粵語對白
出品：威禾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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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嘉禾電影（香港）有限公司

文 張偉雄

胭脂扣．劇本導讀

定調

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

劇本導讀

是選取了如花的角度，去思念愛人。永定跟阿楚，也就是站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當下，去推想她在三十年代的癡纏依戀，如第四十、四十一
場：

阿楚：你會不會為我自殺？
永定：我們哪會這麼浪漫？

（資深影評人、電影編劇）

阿楚：只要說會不會？
第二章

永定：不會，你呢？
阿楚：不會。

《胭脂扣》
（1988）電影誕生時我在威禾上班。作為編劇組人微言輕的一
員，我約略知道從陳自強先生買下李碧華的小說版權，然後找導演、改

時代在辯證罷，羨慕不羨慕，自問有沒有這份激情，永定阿楚皆有所

編、選角及組班至完成的過程。在嘉禾片場內的「新大華戲院」（毗鄰

思。然而電影《胭脂扣》文風不動的特色，很大程度來自它的「古典主

剪片房的工作試片間），我隨著大夥兒看關錦鵬的初剪版，未有音樂，

義」氣質。

一本看完停下來換卷再看。記憶中超過十多本，片長超過兩小時。其中
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如花與演出後下了妝的十二少在空蕩蕩只有一張檯

目前整理出來的《胭脂扣》劇本共有五十二場。在嘉禾、新藝城、德寶

的舞臺上認真談話，如花目睹堂堂十二少在戲班卑躬屈膝，感到窒息，

三架馬車推動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已經進入後現代躁動，邁向急速對

站到檯上，軟弱的十二少一時不知如何，連忙上前抱著她的腳，這是李

答和剪接。我覺得參考荷里活古典敘事特徵的，只有威禾成龍這一系。

碧華的文本到關錦鵬的公映電影版本都看不見的一幕。

我數過，《A 計劃》
（1983）、《警察故事》
（1985），皆五十餘場，在場面
處理上更傾向於濃縮。是故，《胭脂扣》由一間以動作片見稱的公司出

《胭脂扣》的劇本現在已經不知下落。關錦鵬說當年就是跟著劇本拍，

品，過程少不免有齟齬，然而最終成績卻不是半桶水文藝，並不是美麗

沒有什麼修改，所以此次出版的劇本是根據電影所復原的版本。嗯，剪

的誤會。

走了的有如花站上檯的情節，我也記得謝賢客串豪氣嫖客的一場，調情
意味濃得多，講價別有性交易的暗示，也依稀記得初版中還有阿楚病倒

《胭脂扣》開頭，如花身處貼滿花紙的房內，細慢動作染紅雙唇。這個

的情節。雖然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記憶或許不太清晰，但也在此寫

強調特別空間的交融剪接，以三個短鏡頭完成，為這部年代電影定下了

出，作為對目前所看到劇本的一個補充。

情懷的調子。序場展開後，劇本可簡潔地分編為六段：

我可能早過關錦鵬和邱剛健讀《胭脂扣》小說。當年主理威禾劇本創作

1

第一至七場

組的鄧景生先生很早就叫我們去讀《胭脂扣》。小說有港味，現代、通

2

第八至十七場

俗，亦是不拘一格的流行文學格調。李碧華運用大量時代符號，前後

如花來到八十年代的人間，讓永定、阿楚明白：她

是個沒有心跳的女鬼，來赴一個與十二少的約定。

五十年相對照，跳躍過場，又自白，又聽他人說，我簡單歸為某一種女

3

性筆觸，然而敘事角度則是處變不驚的永定的男性角度居多，多過如

第十八至二十六場

如花與十二少身份懸殊，相愛艱難，十二少加

入戲班，兩人感情進入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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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多過阿楚，十二少的則所剩無幾。邱剛健的重新設定，簡單去說就

三十年代如花與十二少初識、定情的過程。

4

第二十七至四十二場

永定與阿楚查探未死的十二少蹤影。到了約

5

第四十三至四十六場

兩個時代對剪，辯證殉情實況。

6

第四十七至五十二場

如花散心至戲棚，回到陰間前，終在片場跟

潦倒老去的十二少碰面。

胭脂扣．劇本導讀

計。

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

定時辰，十二少沒有出現。如花承認鴉片與安眠藥雙管齊下的心

可送，只剩下命。邱剛健對於如花、十二少愛情故事的影像化，是從床
開始，然後才到胭脂扣的。兩人初識，情正濃時，十二少給如花執寨
廳，送來一張聚寶大床。
「床」頓成為《胭脂扣》重要的「場景中的場景」
：
在第七場二人依偎時就由榻上抱到地上，是全片最「淫」的一場；又在
第二十一場如花與客人談起那張大床，到第四十五場床榻上服毒，那已
是他們二人的生前合墓了。床的溫存鋪排過後，才落到這個相比之下微
不足道、謙卑的胭脂扣，盡見邱剛健對卑微愛意的反覆推敲。

《胭脂扣》分敘凝合、平行交匯的結構，是帶文學性的古典主義結構。
第二章

邱剛健沒有走進李碧華熱鬧繁華的八十年代香港，也不是一廂情願歌頌
三十年代的殉情；去蕪存菁之同時，靜靜秉持現代氣質。如花處理感情

在小說裡我們若有似無地見過十二少，他從來不是李碧華筆下的主角，

雖然果敢，但展露了自私、軟弱的人性，生死情感中都有算計。如果不

像個看不清、記不起、幽魂心中的幽魂。在如花的思念憶述中，聽過他

是永定和阿楚追問出來，如花只會藏起內心歉疚。胭脂扣這個信物，叫

唯一一次說話，說「但願鴉片永遠抽不完」這句話。找張國榮來演，邱

觀眾一廂情願相信訂情人繾綣思念的真心。小說中這枚胭脂扣的出現，

剛健專心寫好了十二少的頹唐面容及內心世界，是基於原著的精彩發

是永定問起，於是如花道出「不離不棄」的誓言：

揮。在〈架上墨鏡：
《地下情》的形象思考〉
（收錄於《美與狂──邱剛
健的戲劇 •詩 •電影》一書）一文，我曾經略考證過邱剛健「形象思考」

「那是什麼？」我（永定）朝她胸前一指。

的創作信念。他曾在 2005 年羅卡先生所做的訪問中說到：「電影編劇

她拎起那東西，是一個小匣子。一個景泰藍小匣子，雞心形，以一細如

跟舞臺編劇不同的是，一定要有形象。如果沒有形象，則是缺失的。最

髮絲的金鏈繫著。

好把形象、場面調度、氛圍都寫出來。」他對角色形象的精妙雕琢，體

她把匣子遞給我……

現在如花和十二少初遇的戲。如花的南音先行於金陵酒家出場，然後出
現男兒裝扮的如花。如花如何走位，十二少如何回頭，見如花在近前，

如花用她的小指頭，在那團東西上點了一下，然後輕輕地在掌心化開，

及鏡頭如何一左一右，在兩人四目交織的時候徘徊在側，這些都是關錦

再輕輕地在她臉上化開。

鵬導演提到確確實實出現在邱剛健劇本中的內容。不僅僅如此，兩人的

這是一個胭脂匣子。

調情，如花何時看十二少，何時故意不看他，都是形象與動作中蘊藏的

「我一生中，他給我最好的禮物！」如花珍惜地把它關上，細碎的一

戲。

聲。就像一座冷宮的大門。
《胭脂扣》的劇本，在結構上有些頭重腳輕。仔細觀察，前面一至七場

「即使死了，也不離不棄。」

的完整度，遠甚於第四十二場以後的，後面的場次比較零碎，是電影完
但在電影劇本中，邱剛健另有想法。胭脂扣最初出現於第二十五場戲

成後再刪剪造成的。然而，劇本日與夜的交替，其實依循嚴謹的秩序，

臺上。如花和十二少對目前的困境已是明明白白（十二少父母來了戲

在如花、十二少，與阿楚、永定之間有非常工整的對應。可惜劇本散

班），十二少沒有錢再如當初給如花執寨廳（◎ 塘西風月中，若嫖客鍾情某位妓

佚，在此也只能以管窺豹，看「如夢如幻月╱若即若離花」了。

女，為博鴇母歡心及成為心儀妓女的「入幕之賓」翻雲覆雨，便要經常到妓院開筵宴請全寨妓女，示
意自己終於榮升「契家佬」，這便是所謂的「執寨廳」
。）一般富貴，而是捉襟見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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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門口那個雜架攤買的，我見它很精緻，不過胭脂要換。」已經送無

序場

胭脂扣．劇本

胭脂扣

景｜倚紅樓貼著花牆紙的房間（三十年代）

…………………………………………………
時｜——

…………………………………………………
人｜如花

劇本

△

如花穿著旗袍，動作輕輕柔柔，對著鏡頭描眉。

△

如花印口紅。

△

如花抿嘴，裝扮完畢。

第一場

景｜倚紅樓天井迴廊（三十年代）

…………………………………………………
時｜夜

…………………………………………………
人｜花影紅、夢影、滿堂男男女女

△

倚紅樓天井迴廊中內景，燈火通明。迴廊上許多人，男男女女，
或坐或站或聊天，人聲嘈雜。隱隱約約，一把聲音唱著南音，婉
轉流淌在迴廊中。
◎ 金陵酒家：二十世紀一零年代開業，為當時全塘西最大、最豪華的酒家，地點位於屈地街
電車總站前。
◎ 南音：起源於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一帶，始於清末，以廣州話表演的傳統說唱音樂。廣義的
「南音」泛指粵調，包括地水南音、戲曲南音、老舉南音等。《胭脂扣》中的南音是地水南音。
地水南音被視為南音的正宗。有說以前盲人主要靠占卜算命為生，「地水」是卜卦術語，廣東
人舊稱盲人為「阿水」，所以由盲人所唱的南音就稱為「地水南音」，而男稱瞽師，女稱瞽姬或
師娘。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紀初，南音多在妓院、煙館、茶樓表演，十分流行。三十年代，香
港實行禁娼政策，地水南音漸漸式微。

老女人：
（O.S.喊堂）司徒大少，有請。紫蘭花、細妹、桃紅、花影紅……
（O.S. 喊堂）如花、彩姬、夢影、梅影、蘇影……仇二十三公子，
男人：
有請。
女人一：哪裡買的？
女人二：在惠羅（◎ 百貨公司名）呀。
因原稿遺失，經關錦鵬導演、邱剛健先生家人以及電影公司等各種途徑也百尋不獲，

（O.S. 繼續喊堂）肖容、蘭素、銀嬌 ……
老女人：

此《胭脂扣》劇本根據電影《胭脂扣》（1988）整理。所使用的電影版本為長度 9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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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行版本。

男客：又到哪裡掛號？

老女人：
（O.S. 繼續喊堂）絮花飛。十二少，有請，在陶園詠仙廳。
男人：（O.S. 喊堂）好心七少，金陵湖南廳，如花、夢影、金珠、潤蘭、
花影紅。

胭脂扣．劇本

女人三：真羨慕你，我都還沒有呢。

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

老女人：
（O.S. 繼續喊堂）月痕、如花……

份最低但相對年長的女侍者。）站在入門處。十二少走過走廊，途中一男

人笑著拉門走出房間。）
（唱）
「是孤舟沉寂晚景涼天 ……」
如花：
△

如花邊唱曲邊踱步，不見了人。門口孻嫂躬身迎接十二少。十二
少笑點頭，走進飯廳。音樂驟停，飯桌上的人都回頭看著十二少

△

走廊裡站了很多人，恩客、妓女，迎來送往。

來的方向，一時沒了聲音。十二少愣神看著他們。如花正走到他

△

鏡頭仿佛在尋找誰在唱南音，穿過人群。

身後，他猛然回頭。兩人對視。如花啟唇。
第二章

第二場

如花：
（清唱）
「你睇斜陽 ……」

景｜金陵酒家湖南廳、樓梯、走廊（三十年

△

代）

如花：
（唱）
「……照住果對雙飛燕，獨倚蓬窗思悄然。」

…………………………………………………

△

時｜夜

…………………………………………………

十二少注視著眼前唱曲的如花，如花也打量著他。鏡頭繞著他們
二人走了一圈。兩人四目交織，眉目動情。拉胡琴的師娘和弄揚

人｜如花、陳十二少、七少、花影紅、夢影、

琴的女孩演奏得投入。唱到這一處，飯桌上的人也忍不住叫好。

雷三公子、男女客多人、樂師三人、孻

七少：好，來，喝吧！

嫂、男女侍者數人

△
△

樂師的音樂漸起，跟上。

金陵湖南廳內。從鏡中倒映見到一身黑色男裝扮相、手搖紙扇的

如花、十二少一個唱，一個聽，不理會其他人。鏡頭徘徊在兩人
側臉旁，繞了一圈。十二少神色陶醉，如花情意盎然。

「耳畔聽得秋聲桐葉落，又只見平橋衰柳鎖寒煙，第一觸景
如花：（唱）

如花，正在唱南音《客途秋恨》。
如花：（唱）「小生繆姓蓮仙字，為憶多情妓女麥氏秋娟 ……」

更添 ……」
△

◎ 《客途秋恨》：地水南音的著名曲目。「客途秋恨」四字本為清代嘉慶年間學者繆艮所作

如花不再看十二少，踱步走到一旁。十二少跟著轉身，眼神也跟
著她，呆看。如花繼續唱。

的詞曲名，描述妓女淒婉的心境。據說詞曲委婉，易於傳唱。後由廣東南海人葉瑞伯於清
代道光年間重編為南音曲，講的就是繆艮（字蓮仙）與妓女麥秋娟的愛情故事。二十年代，

「……情懊惱，虧我懷人愁對 ……」
如花：（唱）

編劇家黃少拔將之改編為同名粵劇。同名主題曲經白駒榮以南音演唱，不脛而走，成為經

△

典曲目。1988 年張國榮也曾在演唱會上以南音演唱此曲。

「愁對月華圓 ……」
十二少：（接著如花清唱）

如花：
（O.S. 唱）
「見佢聲色性情人讚羨 ……」（金陵酒家內樓梯上，

△

如花唱到此處停下來不再唱，音樂聲也停。

如花轉身嬌笑看他。

十二少一邊走，一邊聽南音聽得入神，曲調離自己越來越近。樓

如花：（揶揄）哪裡來那麼多愁啊？

梯走下兩個穿旗袍的女子，經過十二少身邊。他回神，她們在樓

△

梯拐角處看著他笑。十二少看她們一眼，走兩步樓梯又回頭看。

妓女一：十二少整個人傻了。

兩個女人也在樓梯口打量他。）

△

（唱）「更兼才貌兩相全……」
如花：

如花快步出飯廳，手中扇子交給門外孻嫂，孻嫂隨著她一起走。
十二少一直望著她離去的背影，良久才回頭，走向飯桌上的人。

（O.S. 唱）
「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 ……」（十二少逕自走向金陵湖
如花：

△

飯桌上的人各自聊著笑著，見十二少轉頭走過來，都打招呼。

男客一：太子爺。

南廳。走廊擺滿了喜慶的花籃，上掛著「好心七少贈」等大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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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白衫女侍孻嫂（◎ 廣東、福建一帶稱呼老年所生的幼兒為孻。此處應是形容輩

飯桌上的人哄笑。

妓女二：十二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