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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寶 ( 舒淇 飾 ) 與拍拖多年的男友阿楠 ( 余文樂 飾 ) 同是
舞台劇演員，正為新劇《紅梅傳奇》密密排練。惠寶幾經努力
終於攀上了第二女主角的位置，但偏偏在全國巡演的最後一場
時突然病倒，表現理應大受影響，但在演出當晚，惠寶的演出
竟大獲好評，更被形容為是她從演以來的最佳演出。

     但原來當晚贏得全場熱烈掌聲的並不是惠寶，而是在全團
皆不知情下代她踏上舞台的孿生姐姐惠香 ( 舒淇 飾 )。可是，
惠寶並沒有感謝姐姐，反而萌起嫉妒與猜疑之心，因為她開始
意識到，與她長得一模一樣、但性格更為溫柔體貼的惠香，是
她演藝事業甚至愛情上的重大威脅，她更隱隱地感覺到阿楠一
直背著她，與姐姐惠香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

故事簡介



     為了把這段雙生孽緣弄個清楚明白，惠寶約惠香於海邊相
見，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晚上，兩姊妹如兒時般划艇出海 ── 
平靜的海面突然泛起湧浪，雷聲之中傳來一陣爭吵呼救聲。那
晚之後，兩姊妹當中只有一人回來，大家都說惠香失蹤了，回
來的是惠寶，可是鄰居說曾接到惠香來電，而三魂不見七魄的
惠寶行為怪異，令阿楠和他的好友 KK 兩兄妹不禁生疑，經過
一番明查暗訪仍是不得要領。連串怪事的發生，令人感到兩姊
妹中失蹤了的那一個就像鬼魅般，如影隨形，陰霾不散。最詭
異的是，身為男友的阿楠，甚至因雙目失明而觸覺敏銳的母親，
也無法分辨回來的究竟是妹妹還是姐姐！



    《紅梅傳奇》重演，惠寶奪得女主角寶座首度登場，虛實
交錯的真相也將在舞台上上演……



雙生錯愛　觸動迷離殺機
處處相讓的姊姊；屢屢相逼的妹妹
一退一進，姊妹血肉相連

可是，一場苦戀，令骨肉相爭
結局　是不能挽回的慘劇？還是了結孽緣的最終解脫？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如一對孿生姊妹，當中的糾結、是非　
難以理清

《情謎》故事構思



    姐姐惠香是一個優雅多情的女子，為了照顧失明的母親，
犧牲了自己的夢想、自由和愛情，呵護嬌縱的孿生妹妹惠寶長
大。兩姐妹自小感情深厚，直至惠寶在中學開始戀愛時，便開
始意識到要跟一模一樣的姐姐不同，也愈來愈不喜歡與姐姐一
起走到街上，怕別人拿她跟姐姐比較。 





     姐姐惠香是一個優雅多情的女子，為了照顧失明的母親，
犧牲了自己的夢想、自由和愛情，呵護嬌縱的孿生妹妹惠寶長
大。兩姐妹自小感情深厚，直至惠寶在中學開始戀愛時，便開
始意識到要跟一模一樣的姐姐不同，也愈來愈不喜歡與姐姐一
起走到街上，怕別人拿她跟姐姐比較。 

     舞台劇演員阿楠，外表俊秀，個性有點自傲，他亦已經拿
過舞台劇演員獎，是劇團的台柱，但優柔寡斷是他性格上的
缺點。阿楠在一個戲劇訓練班首先結識了惠香，當時惠香大概
二十六歲，花樣年華，她有別於時下女性，個性內向沉穩，清
淡得來很高貴，阿楠對她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感情。後來，惠香
的孿生妹妹惠寶由北京讀完戲劇回來，立即就被阿楠吸引著。
跟惠香完全相反，惠寶是充滿現代感的女性，天生熱情主動，
做事積極直接，阿楠很自然地和熱愛戲劇的她趣味相投。妹妹
積極的性格，令她奪得阿楠的愛，但在阿楠內心中，難免對惠
香有嫋嫋曖昧之情，就如他掛在口邊的「每個人都有表裏兩張
臉孔」，而兩姊妹就如活生生的例子，她們像太極的兩端，是
性格上完全相反的人，但細心觀察，又會發現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阿楠深深地為二人而著迷。 



     姐姐不想傷害妹妹，於是沒有明確表示自己也愛上了阿楠。
就是因為姐姐這種謙讓的個性，反而釀成三角戀的悲劇。但阿
楠溫柔的個性，加上他模棱兩可的態度，令惠香更陷入深淵，
自此三人之間慢慢有了緊張的氣氛，沒有人想說出自己心裏的
話，姊妹之間也好像隔了一層紗幛。其實阿楠也自覺犯了錯誤，
想要中斷這種關係，於是他主動地向惠寶提出結婚的要求，但
是惠寶拒絕了他。因為惠寶要確確實實地面對，不想如此草率
地解決三人之間的關係，但反而因此導致了意外的發生。







     世間上往往最恐怖的就是人的貪戀和妄念。男主角阿楠因
為一時的意志薄弱，做了出軌的事情，最後成了苦戀，更加害
苦了自己深愛的人。意外發生之後，縱然他不停的自責、反省，
但已經彌補不了他犯的過失了。我希望借著這個故事令觀眾明
白和發現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 --- 雖然我們身處的世代，
張眼所見都是誘惑，但我們應該堅守道德，不能漠視規範，否
則到最後還是會承受到惡果的。 

《情謎》導演的話  黎妙雪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其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一
對孿生姊妹那樣，當中的糾結和是非難以理清，但只要能夠寬
容、坦誠和體諒，就能顯露人性最光輝的一面。這也是本片的
另一種深層的含意。



   《情謎》不是一般時下流
行的驚慄恐怖片，我想拍的
是一部關於人性的愛情懸疑
電影。《情謎》也不是一部
關於情色的電影，而是關於
人執著於愛和「自我」的悲
劇。





    一對孖生姊妹，同時愛上一個男
人；一個男人，面對一模一樣的兩
姊妹……意亂、情謎。兩姊妹為了
理清複雜三角孽緣，於一個晚上相
約划艇出海；天亮後，只有一人從
海上回來。沒有人能確定回來的是
姊姊還是妹妹，包括妹妹的男友甚
至二人的母親，都不能分辨回來的
是誰，而失蹤的一位亦生死未卜，
只知那日起眾人身邊發生連串怪事，
更覺鬼影處處 ...... 撲朔迷離的真相，
虛實交錯地在舞台上演 ......

    導演黎妙雪說：「《情謎》說的
是一段禁忌的愛情，三角戀本來已
是禁忌，這故事更是說兩姊妹愛上
同一個男人，而愛情本身是可以很
戲劇性的，會衍生人性善與惡的鬥
爭，這故事就是說，因為人的軟弱、
不想面對現實、為了逃避感情，而
產生出的悲劇。」她又指，《情謎》
可以說是一個新片種，因為它不止
是純粹的懸疑片或愛情片，而是混
合了很多不同元素、一套探討人性
的電影。

    她說：「這是個很有野心的劇本，
我們利用這故事作骨幹，深層的意
義是說戲劇演員的身份變換，如何
轉換自己的意識和心態去扮演其他
人，究竟一個演員裏面有幾多個自
己呢？又或者，一個人的表面和內
裏存在著多少個面孔呢？」就如戲
中的孖生姊妹，除了在舞台上扮演
不同的角色，她們本身的身份、與
阿楠糾纏不清的關係、在舞台抑或
三角戀上所擔當的角色，對身邊的
人，甚至當時人來說，都是辨不明、
分不清的。

一宗疑似命案　揭露人性陰暗面
姊妹相爭　戲中戲了斷雙生孽緣



《紅梅傳奇》戲中戲解開迷幻情謎
黑暗破格程度媲美《黑天鵝》

    《情謎》令人注目的地方，除了有舒淇首次一人分飾兩角外，還罕有地混合舞台劇於電影
之中，不但構成戲中戲的懸念，而且在故事發展和推進上亦發揮雙輔雙承的作用。黎妙雪說：
「我們加入戲中戲去烘托故事的主線，電影中改編《再世紅梅記》的舞台劇《紅梅傳奇》，
與電影故事主線產生了很多映照和對比，最有趣的地方是，《紅梅傳奇》的對白是非常直接
和坦白，例如裴禹會對盧昭容說，他愛上她是因為她貌似李慧娘，這是阿楠在現實中不會跟
惠香或惠寶說出來的真感覺。舞台上的對白是角色現實中的真心說話，亦是這樣去帶動電影
劇情的推進，兩者互相穿插、牽引，真假交錯，而眾人的結局，更將會展現在舞台之上。」



《再世紅梅記》原著故事：
南宋權臣賈似道貪婪霸道，一日其妾侍李慧娘游西岸時遇上書生裴禹並一見傾心，賈似道發
現後氣惱之下一劍將李慧娘殺死。並不知情的裴禹其後遇上相貌與李慧娘酷似的盧昭容，因
誤會其為李氏而與之搭訕，並得盧昭容心許。然賈似道亦聞盧昭容之名而派人前往下聘。為
免被賈似道納之為妾，盧昭容於賈府裝瘋扮傻，並在裴禹協助下瞞過賈似道。然盧昭容離去
後賈氏漸起疑心，派賈瑩中欲將殺死。是夜李慧娘顯靈，先與裴禹傾訴別離後災禍浥降，再
將前來行刺之賈瑩中逐退，並現身於賈府，將賈府上下嚇得魂飛魄散。裴禹離開賈府後前往
會盧氏父女，然到達時正是盧昭容因思念裴禹而魂斷之時，李慧娘遂借屍還魂與他結合。另
一方面，賈似道打探得盧昭容確是裝瘋後即率人前往擄人，但遇上前往宣旨之欽差，因通敵
賣國之事敗露而被革職。

《情謎》中的《紅梅傳奇》戲中戲改編劇情如下：
盧昭容並沒有死去，她只是患了相思病，一直忘不了裴禹。而裴禹整天都思念著李慧娘，盧
昭容看到他如此，慢慢心中鬱結成疾，腦海中幻想出李慧娘的鬼魂，要向昭容借肉身還魂，
以斷她與裴禹陰陽相隔三載之苦…盧昭容一見到梅花，便會觸發她的幻覺，她在痛苦中以為
李慧娘不肯離開她的身體，死也要附在她的肉身上，與裴禹結合。



關於導演 / 編劇
黎妙雪

     黎妙雪自 1989 年起參與電影副導演之工作，1999 年憑處女作《爸爸的玩具》
榮獲菲律賓第一屆 Cinemanlia 國際電影節「最佳短片獎」，此片亦獲邀參加第四
屆釜山國際電影節。2001 年，黎執導首部長片《玻璃少女》，此片於日本 Yubari 
International Fantastic Adventure Film Festival 獲得 Young Fantastic Competition「特
別評審團大獎」，並獲邀參加第三十三屆康城影展「導演雙週」單元。

     黎憑《戀之風景》(2003 年 ) 入選第六十屆威尼斯電影節及第八屆釜山國際電
影節競賽部分；2005 年，執導首部 HD 長片《小心眼》，並首次嘗試拍攝驚慄片題
材。黎的第四部劇情驚慄片《第十九層空間》(2007 年 )，在內地票房超越二千萬。
新片《Ocean of Love》剛在 2011 年的釜山電影節的 Asian Project Meeting, 獲得 CJ 
AWARD。





      結婚十四年的伊朗中產夫婦尼達 ( 彼文慕亞迪 飾 ) 及絲敏 ( 莉娜哈達美 飾 ) 已
屆離婚邊緣，唯一出路就是舉家離國開始新生活，因為絲敏不想十一歲的女兒泰美
在伊朗長大。一切準備就緒之際，丈夫尼達卻改變初衷，原因是他父親患上老人癡
呆症，需要他的照顧。尼達的決定令絲敏非常失望，她決意離婚，卻遭到法庭駁回，
無奈之下搬回跟父母同住。女兒泰美只好跟父親尼達相依為命，盼望母親回來一家
團聚。失去太太的尼達找來一名來自低下階層的年輕女子華倩幫忙照顧父親，但他
卻不知對方有孕，更瞞著丈夫工作。

      一天尼達回家，發現父親給綁起來，又因為掙扎跌到而失去意識，華倩則不知
所蹤。未幾華倩終於回來，怒髮衝冠的尼達將華倩趕出屋外，但華倩卻失足滾下樓
梯，胎中塊肉不保。尼達因為令華倩失去胎兒，被控以「謀殺」，但尼達卻堅稱自
己從不知對方懷有身孕，箇中真相耐人尋味。患難到底會令一對已屆分手邊緣的夫
婦重新走在一起，還是關係更加緊張？

    《伊朗式分居》檢視了伊朗社會中嚴格的宗教禮儀，以及現代受過教育的都會菁
英的不同價值觀，並兩者之間的衝突。透過尼達及絲敏這對中產夫婦因移民問題而
面臨婚姻危機，從而帶出親情、倫理、信仰及社會階層等問題。由於題材敏感，本
片曾一度遭伊朗政府禁映，幸最終獲解禁上影。本片亦是首部伊朗電影奪得柏林影
展的「金熊獎」。

故事大綱





    《伊朗式分居》是一個沒有偵探的偵探故事，觀眾才是解開謎團的人，然而不同
的觀眾會對誰是誰非有不同的答案。電影提出很多的問題，但不會提供答案和結論。
每位觀眾都會因應他們的個性和情感，從最切身的問題中找到共鳴。我覺得導演扮
演「上帝」凌駕大眾，高高在上地表達訊息的日子已經過去，觀眾亦不會像過去般
被動。他們比以前更主動的參與故事，選擇自己的切入點去觀賞電影。《伊朗式分
居》就讓觀眾成為電影中的神探。

導演的話









導演阿斯加法哈迪  
Asghar Farhadi 
訪問

導演阿斯加法哈迪  
Asghar Farhadi 
訪問





    1972 年於伊朗伊斯法罕出生，年青時候已經拍攝 8 米厘和 16 米厘的電影，
其後於德黑蘭大學修讀電影至 1998 年。期間，阿斯加法哈迪為學生創作的舞台作
品任編劇和導演，同時為電台撰寫廣播劇和執導電視節目。2001 年，他開展了編
劇生涯，為導演 Ebrahim Hatamikia 編寫了劇本《Ertefae Past》。2003 年，
執導了首部長片《Raghs Dar Ghobar》，大獲好評。2009 年，更憑執導電影《艾
莉的小秘密》(About Elly) 嬴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銀熊獎，廣為國際認識。



電影的靈感從何而來？意念因何而生？

     當時我正在柏林，編寫一個發生於柏林的故事。一晚，我於朋友的廚房期間，
聽到鄰居傳來伊朗音樂的旋律，忽然，很多回憶和畫面開始浮現於我眼前，令我即
時聯想起另一個故事。我嘗試忘掉那些畫面，將注意力放回在正在發展中的劇本，
卻徒勞無功。新的意念和影像已經植根於我腦海之中，揮之不去。無論我在街上，
抑或於交通工具之中，這個新意念的雛型都纏擾著我，完全佔據了我在柏林的時間。
終於，我必須接受自己對這個故事所產生的感覺，回到了伊朗，寫《伊朗式分居》
的劇本。所以，你可以說這個故事的意念是醞釀自柏林的一個廚房吧。

你是如何指導演員演出的？

     我通常都會花很長的時間去物色演員，今次亦不例外。為了電影的整體利益著
想，我傾向避免採用引人注目的演員，以免妨礙我的視野。我覺得演員並不需要了
解電影的核心意義，相反他們應該將注意力集中於角色的動機和設計之上。我指導
演員的方法就是跟他們互相適應彼此的存在與處事方式，唯一不變的是綵排的重要
性。綵排是讓演員化身成角色的好機會，由於在綵排時大家已經知道每場的起承轉
合，在拍攝時我們就可以更集中控調當中的細節。我們依足非常仔細的劇本拍攝，
花了很多時間綵排，讓演員更清楚明白角色的不同層次，這種導演方法可能跟我的
劇場背景有關。我歡迎演員提出意見和建議，但我跟演員們有共識，就是有問題便
於綵排時討論，拍攝一開始，就盡量將臨場的改動減到最低。

你是在哪兒取景的？

     除了法官辦公室和法庭兩場戲之外，其他場面全部實景拍攝。我們不獲批准於
法官辦公室和法庭取景，只好於兩間學校借景拍攝。







戲中「分離」這個核心意念，除了用來形容那對夫婦之外，是否另有所指？

     我覺得觀眾毋須知道我的真正目的，我寧願他們於離開戲院時充滿疑問。我覺
得今日的世界需要多些的發問，少些的答案。答案讓你不去思考、不再發問。戲中
的第一場，我就很清楚確立這種模式，電影向大家問的第一條問題，就是究竟一個
伊朗小孩，於伊朗本土還是外國長大，會為他帶來有更好的將來？這條問題沒有標
準答案。我的心願是觀眾在看罷電影後會發問，例如是思考剛才所提出的問題。

兩位主角都是女性，為什麼呢？

在我的電影當中，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角色，我都嘗試為他們注入深度和實感。我
也不知道為什麼女性較常成為我電影中的重要力量，可能是潛意識的選擇吧，也可
能是因為在一個女性仍然被壓迫的社會之中，男性也不會得到和平。目前在伊朗，
女性依然必須掙扎，才可能爭取被剥奪了的權利。但是，她們比以前更有決心去抗
爭。雖然兩位主角都是女性，但她們卻作出不同的生命選擇。兩位都希望改變自己
的命運，拯救家庭，一位於貧窮邊緣掙扎，另一位就要面對中產的難題。

展現兩種不同面貌的伊朗女性是否你的目標？

西方觀眾對伊朗女性的印象十分零碎，經常把她們看成是被動的家庭主婦，跟任何
形式的社會活動無關。或許部分的伊朗女性真的如此，但其實大部分的伊朗女性都
於社會中扮演主動的角色，思想甚至比男性更前衛，縱使她們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兩類的伊朗女性都有於片中呈現，而且我的立場十分中肯，沒有站在任何一方。戲
中兩位女性的鬥爭不是正邪之戰，而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的衝突，這正是現代悲劇
發生的原因。兩位都是好人，卻發生衝突，我希望連觀眾都會產生「不知站在何方
才好」的感覺。







你認為要明白這部電影的含義，是否需要認識伊朗的語言和文化？

     伊朗觀眾可能容易一點跟電影建立關係。無疑，認識我們的語言和社會文化確
能有助於閱讀電影，但故事是以一對已婚夫婦作核心，而婚姻其實是兩個人的關係，
跟任何時空和社會背景無關。戲中人際關係的矛盾也不一定要發生於獨特的文化背
景或地方，談的其實是現代社會最複雜和重要的矛盾。我覺得這部電影的主題可以
超越地域、文化和語言的界限，吸納更多的觀眾。



勇奪全球 43 項大獎口碑轟動
本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熱電影

榮獲本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第 61 屆柏林影展最佳電影金熊獎、

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
2012 年奧斯卡頒獎禮最佳外語片

本屆亞洲電影大獎 5 項提名



羅曼波蘭斯基最新作品 
4 位國際影帝影后攜手演出《燥爸爸狂媽媽》

3 月 22 日上映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金像獎及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最新作品
勇奪第 68 屆《威尼斯影展》「小金獅獎」

本屆《金球獎》「最佳女演員」雙提名

改編法國著名舞台劇《豆泥戰爭》(The God of Carnage)

《讀愛》《浮生路》金像及金球獎影后 　琦溫絲莉 Kate Winslet 
《沈默的羔羊》《高凶三萬呎》金像影后　茱迪科士打 Jodie Foster 

《希魔撞正殺人狂》金像及金球獎最佳男配角及康城影帝
基斯托夫華薩 Christoph Waltz 

《芝加哥》《我兒子是惡魔》金像提名男星　約翰韋利 John C. Reilly 
領銜主演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燥爸爸狂媽媽》改編自美國百老滙東尼獎「最佳戲劇」 及英國奧

利花戲劇獎「最佳新喜劇」 《豆泥戰爭》(The God of Carnage)，講述

在紐約市生活的兩對模範夫妻，因為雙方的兒子發生打鬥而相約談判。

一切由文明理性的對話開始，逐漸發展為互相討伐，針鋒相對，最後

更引發夫婦間的內鬨，令人啼笑皆非。

         龍氏和高氏夫婦，他們一對是五金行商人和作家，一對是律師和

投資顧問，同樣住在紐約市的中產住宅區，表面上體面而溫文。一日

高氏夫婦的兒子撒卡利在公園用木棍打傷了龍氏夫婦的兒子伊頓，令

伊頓的咀唇受了重傷，兩隻門牙掉落。為此龍氏夫婦米高 ( 約翰韋利 飾 )

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金像獎及柏林影展最佳導演

羅曼波蘭斯基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和潘妮 ( 茱迪科士打 飾 ) 邀請高氏夫婦阿倫 ( 基斯托夫華薩 飾 ) 及南茜

( 琦溫絲莉 飾 ) 到他們家談判，討論和解方案。

最初四人均表現有禮，冷靜對話，但後來一連串小事觸發四人的敏感

神經，他們慢慢失去理性，互相指罵，時而是雙方家長口角；時而雙

男鬥雙女；時而三人聯手圍攻其中一人；時而是夫婦之間內鬨，互數

對方不是。本來是一場希望以文明解決暴力問題的對話，但四人的文

明包裝和自我規範，始終敵不過內心潛藏的原始性格，最終以野蠻方

式結束這次談判。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燥爸爸狂媽媽燥爸爸狂媽媽

本片是金像及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最新破格之作，並由四

名實力超班、金像影帝影后級人馬擔綱演出，包括琦溫絲莉、茱迪科

士打、基斯托夫華薩及約翰韋利，雙帝鬥雙后，演技火花四濺。





改編女性小說 法國導演雷米貝桑松
聯合女編劇以男性角度詮釋最真誠的懷孕故事

快樂孕記



故事大綱

芭芭拉 ( 露薏絲寶歌 飾 ) 是一個年輕又漂亮的大學研究生，她和男友尼哥
( 皮奧馬邁 飾 ) 在相遇後即陷入瘋狂的熱戀，二人在激情的驅動下，想要誕
下屬於他倆的愛情結晶品。很快芭芭拉便懷了身孕，當她慢慢從驚喜中恢復
過來，情緒便開始遊走於興奮和恐懼的兩極之間。懷孕完全地打亂了芭芭
拉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狀態，她一時母愛泛濫，一時覺得胎兒在她體內感覺
猶如被外星人附體，但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可能因無法完成研究論文而失
去工作。在一片恭賀聲中，芭芭拉嘗試安份地做一個快樂的準媽媽，卻對

乏味的孕婦呼吸訓練班、失調的性生活及未知的將來充滿了投訴和恐懼。





經過十個月起伏不定的懷孕歷程，女兒終於出生，而芭芭拉的焦慮和惶恐都一一
成真，她面對著一個百份百無助的小生命，需要她源源不絕地提供一切所需 ─ 
特別是「愛」。即使身邊所有親人、朋友以及伴侶都給予她無限量的支持，芭芭
拉仍感到難以適應母親這個身份。她的把每分每秒都獻給嬰兒，呵護備至，但無
休止的付出同時令她覺得失去了人生樂趣，情緒經常失控。當她與女兒越親密，
與尼哥的距離卻越來越遠……兩個初為人父母的年輕人，面對這一切突如其來的
變化，只能努力尋找一起走下去的力量。







拍攝現場 BB 最惡  
劇組全力遷就　演員落力配合

由於電影的後半部分，BB 佔戲極重，加上 BB 不易控制，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所以劇組都被他們弄得疲於奔命，拍攝時間更需要圍繞 BB 的作息時間而設定時間
表，確保他們有足夠的睡覺和飲奶的時間。

女主角露薏絲寶歌坦白表示自己起初不太習慣跟 BB 相處，但後來順利跟 BB 們建
立關係，拍完一個鏡頭便會不捨得離開他們，她會抱著 BB ，讓他們安睡在自己懷
中，不用拍攝的日子，露薏絲寶歌更會到 BB 演員們的父母家中作客，探望 BB。
露薏絲寶歌說︰「我記得拍攝餵哺母乳一場戲時，感覺到寶寶在吸吮我的乳頭，
那種感覺得奇妙，我根本不用演出來，我的情緒自然就在波動。」導演雷米貝桑
松認同說︰「寫劇本時就只有餵哺母乳幾隻字，很難想像這一組文字，當要拍攝
出來的時候，卻是這麼有力的一件事。我們的視效組真的很厲害，非常迫真。」



男主角皮奧馬邁都分享了跟那些 BB 演員合作的感受。皮奧馬邁說︰「那些 BB 不會
演戲，他們想怎樣就怎樣，想嘔就嘔，想收工就收工，他們一停，五十人的攝製隊
就得跟著他們停。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服待那些 BB，他們一到片場，沒有人敢大聲說
話，怕驚動他們。他們一開始嚎啕大哭，我們的耳朵就有難了。」導演雷米貝桑松
補充說︰「他說得對。一發生這樣的情形，我們就要找收音師出馬，因為 BB 們一見
到那支收音咪，就會忍不住用手抓，然後變得非常開心。」





導演介紹

雷米貝桑松 Rémi Bezancon

雷米貝桑松是一名法國導演及編劇，1997 年開始編寫及拍攝短片，2005 年首次自
編自導由瑪莉安歌迪娜 (Marion Cotillard) 主演的長片《愛情交白卷》(“Love is in 
the Air”)，2008 年再次自編自導的《餘生的第一天》(“The First Da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勇奪法國凱撒獎 (César Awards) 九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最佳
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配樂、最佳剪接、最具潛質女演員、及兩項
最具潛質男演員提名，贏得其中三項 ( 最佳剪接、最具潛質女演員及男演員 )。

《快樂孕記》(“A Happy Event”) 是他第三部自編自導的作品，於 2011 年多倫多
電影節作全球首映作品，並成為今年第 40 屆香港法國電影節開幕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