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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麦兆
辉、 庄文强
执导， 刘青

云、古天乐和吴
彦祖主演的《窃

听风云 3》正在热
映， 五天票房破 2
亿， 创造了港产警
匪片的票房纪录。

这部主打“窃听”元素
的电影从 2009 年的

第一集，到如今的“终极
篇”，三部曲在香港和内

地拿到了总计逾 6 亿的票
房，成为《无间道》之后港
产片影响力最大的三部

曲。 巧的是，《无间道》的编
剧和导演，也是麦兆辉和庄文
强。虽然《无间道》的另一位导
演刘伟强没有出现在《窃听风
云》的团队里，但麦庄二人携
手，从 2002 年的《无间道》到
2014年的《窃听风云 3》，这十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作品的变
化，恰好也印证了港产警匪片
的发展与变迁。

有学者曾经以 1997 年香
港回归为节点，列出两部港产
警匪片的代表作。九七前是吴
宇森的《英雄本色》，九七后则
是《无间道》。两部电影虽然讲
述的都是警察与罪犯的斗智
斗勇， 当中也有兄弟情深、好
友背叛以及必不可少的警匪
火拼等类似的情节，不过影片
本身的气质则完全天壤之
别———吴宇森镜头下的小马
哥，戴着墨镜，穿着风衣，叼着
牙签，放荡不羁，持着双枪朝
着背叛兄弟的敌人开枪怒射；
而《无间道》里，刘德华和梁朝
伟饰演的警匪对决选择在天
台，两人西装革履，犹如中环
上班的办公室白领，说话也温
文尔雅：“给我个机会，我想做
好人。 ”“你去跟法官说吧，我
是警察。 ”“谁知道？ ”

港产警匪片枪战少了

与此同时，观众能惊奇地
发现， 从 1986 年的 《英雄本
色》到 2002年的《无间道》，港
产警匪片的风格完全变了。以
前周润发可以在电影里花半
个小时和反派交火，手中的枪
永远打不完子弹，一部电影能
杀上百名匪徒；而在《无间道》
里， 全片只有一场枪战戏，开
枪次数亦不超过 20 次， 作为
主角的刘德华，甚至只开了四
枪。 也就是说，港产警匪片过
去的一大标签———枪战，在新
世纪被完全弱化了。到了今年
的《窃听风云 3》，全片更是不
开一枪， 里面的暴力事件，是
用拳头、砖头还有不停的撞车
来解决。

弱化枪战的最大意义，其
实是弱化了过去的一个观影
噱头。 正邪双方用子弹说话，
你来我往的互射里，观众看得
过瘾， 角色们打得也开心，而
对于创作者而言，当电影里的
戏剧矛盾到了一个无法解决
的时候，让主角用枪来一决生
死是个很好的手段，观众也会
被吸引，淡化剧情的种种不合
理。 而在新世纪后，港产片制
作越来越追求精致化，剧情要
合理，逻辑要慎密，演员更得
有演技，观众对“斗智”的欣赏
程度超过了 “斗勇”———在戏
剧世界里，用枪杀掉一个人是
很容易的事，但要用计谋去害
死一个人，则需要做出精心的
铺排。 因此，《无间道》在出色
的剧情设计上征服了观众，编
导自然也有信心，不让枪战过
多地干扰剧情的进展，也让整
部电影显得精致优雅。

《窃听风云》系列故事
更加厚重

在缔造了《无间道》的警
匪片新标杆之后，麦庄二人经
过了《大搜查》不太成功的尝
试之后，拍摄了《窃听风云》。
这套系列里，三部曲的故事都
不一样，唯一相同的除了三位
主角，就是贯穿系列的“窃听”
元素。 2009年的第一集，三个
主角都是警察，在窃听过程里
掌握金融行业秘密，想以此牟
利，进而滑向万劫不复的堕落
深渊；第二集，三个主角各为
一方，亦敌亦友，古天乐饰演

的警察追捕吴彦祖这位有军
方背景的神秘人，而刘青云则
为控制香港金融命脉的大老
板们卖命，随着揭露吴彦祖身
份的过程里，故事变成炒股失
败的小股东们向吸血的大庄
家反击，成为一场荡气回肠的
复仇。

而到了第三集，故事则放
在了房地产行业，三个主角的
身份再次变换。 这次，刘青云
和古天乐成了有血缘关系的
兄弟，他们的矛盾冲突成为电
影的关键；周迅和叶璇两位女
主角也显得尤为重要，女性在
故事里不再成为陪衬。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叶璇在影片里的
表现，她的角色是影片里房地
产公司陆国集团的掌权人，三
位男主角都和她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成为整个事件的核
心人物。港产警匪片里一向以
男性为主，女性角色通常无足
轻重，而这次在《窃听风云 3》
里，周迅，叶璇的角色与几位
男角戏份持平，亦让观众印象
深刻，这也让整部电影的戏剧
角力更加复杂。

过去的港产警匪片还在
强调单纯的警匪对抗，但到了
《窃听风云》 系列， 通过和金
融、 股票与房地产的嫁接，使
得故事除了在厚重程度上非
比寻常，电影所反映的社会现
状与时代意义也显得相当突
出。 《窃听风云 3》里的三股房
地产势力，分别是香港新界农
民成立的“土豪”公司、暗示真
实存在的老牌房地产集团“四
大”的代言人、吴孟达饰演的
司徒以及黄磊饰演的有着内
地背景的房地
产公司。虽然整
个故事发生于
香港，但中间涉
及到了强拆、征
地等等地产霸权，
很容易令内地观
众感同身受。

港产警匪片随
时代发展而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
港产警匪片跳出了过去单纯
的正邪对决、开枪对射制作模
式，开始抓紧时代脉络，在警
匪对抗的过程里加入社会背

景和热门话题，深化了电影质
感，让故事变得更加丰满。 林
超贤的《证人》和《线人》，叙述
了两个悲悯的警匪故事，影片
里饰演“匪”的张家辉和谢霆
锋，也分别拿到了金像奖的影
帝殊荣，从故事和演技都赢得
了观众的认可，而这两部电影
里， 同样缺乏大场面枪战，以
人物内心戏作为最大的看点。

当然，对于那些怀念小马
哥的观众而言，市场上还是有
这类缔造观影快感为主的电
影。 随着市场的逐渐扩大，主
打枪战，大投资的港产警匪片
近年来也有所回温，例如去年
的刘青云、古天乐和张家辉主
演的 《扫毒》， 刘德华主演的
《风暴》，就以大场面的枪战戏
作为主要卖点。《扫毒》在泰国
打造了一个毒枭基地，动用了
武装直升机拍摄；《风暴》甚至
在电影里摧毁了整个中环，场
面在港产警匪片里前所未有，
当然， 这也有赖于今时今日
CG特效制作的进步， 使得这
个理念得以成形。

回归十六年， 随着香港导
演逐步适应合拍片的制作模
式，背靠内地庞大的观众市场，
港产警匪片也逐渐走出过去几
年的低谷，开始有回勇之势。而
像《窃听风云 3》的大卖也会给
接下来的投资者信心，例如《寒
战》的编导最新作品《赤道》就
很有机会破掉《窃听风云 3》的
票房纪录，杜琪峰执导的《黑社
会 3》如果能在内地上映的话，
票房显然也相当可观……接
下来，港产警匪片，势必会更
加百花齐放，
令 影 迷 惊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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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战，曾是港产
警匪片的标志

从《无间道》始，香港警匪片的气质发生变化 《无间道》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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