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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一国两制”：

重现回归盛况 见证港澳腾飞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澳

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到祖国

的怀抱，港澳同胞自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香港和澳门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回归后，内地、香港、澳门三地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愈加密切。三地电影人一起，用镜头记录、再现了回归时的盛况，也通过不同类型的电影作品多

角度展现了港澳同胞回归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见证了港澳回归祖国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跨越和腾飞，谱写了“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而依托于

内地的政策支持和广阔市场，香港电影人焕发出了新的创作活力，历史、文化独特的澳门也成为许多内地影片的拍摄地。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体现了党和政府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

决心和意愿。2022年即将迎来香港回归25周年，目前已有多部展现内地、香港两地密切联系的影片处于筹备和推进状态中，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

将“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为澳门的发展定位之一。可以预见，今后香港、澳门与内地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会更加深入。

◎香港：不同切面展现回归后香港同胞奋斗历程

香港电影，一直是中国影迷记忆深处

的一缕亮色，出产过无数经典商业影片，

涵盖了警匪片、喜剧片、武打片、爱情片等

多种不同类型，也成就了成龙、周星驰、周

润发、刘德华等一大批为广大观众熟知、

喜爱的电影明星。

香港回归 24 年来，依托于香港与内地

一脉相承的文化、广阔的内地电影市场、

内地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文化互动以及利

好的电影政策等，香港电影与内地产业的

联系愈加紧密。不仅有多部港产电影从

不同切面展现回归后香港同胞打拼、奋斗

和成长经历，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也在不

断充实市场，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

1999 年，香港导演陈果执导，姚明月、

麦惠芬、麦雪芬等主演的剧情片《细路祥》

在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和之前拍摄的《香

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并称为陈果

的“回归三部曲”。

20 年后，2019 年 7 月，陈果带着《细路

祥》参加了第八届香港主题电影展北京站

展映。在映后采访中，陈果回顾了创作

“回归三部曲”的心路历程：“香港人对政

治其实是非常冷漠的，但回归算是香港的

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我记得从 1996 年

开始，已经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媒体集中在

香港，在记录这个改变的时刻。我就想为

什么香港主流电影界没人去拍一个关于

回归的电影。我决定自己去拍，写这个剧

本时，我问过自己什么叫‘回归’？我为什

么要拍‘回归电影’？想完这些，剧本自然

就出来了，后来找到了刘德华当制片，也

就有了这几部电影。”

这三部影片都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在

回归前后抱着复杂心态忙碌的底层民众，

分别通过对童年、青年、中年边缘小人物

命运的关注，展现了在回归前后，香港社

会下层人民的迷惘和宣泄。陈果坦言，关

于回归的电影，冷静很重要：“主题不能盖

过电影本身，要靠影片中的人物和生活质

感打动人，才能支撑它这么多年不被遗

忘。”

到了 2007 年，为庆祝香港回归 10 周

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

文献纪录片《你好 ,香港》，这是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第一部数字电影，

在当年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重点

推介，并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纪录片奖。

这部长达 100 分钟的影片，以香港回

归前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为线索，聚焦香港

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讲述了毛泽东、周

恩来、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为香港回归和

繁荣稳定所做的历史贡献，并通过香港回

归十年的风风雨雨，展示“一国两制”伟大

构想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和辉煌成果。

该片制片人陆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香港回归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一件事情。

到了 2007 年，回归时的很多情景依然历历

在目，很多记忆并没随时间流逝而被淡

忘。因此，在策划《你好，香港》时，我们希

望展现的是从香港被割让到最后回归这

150 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这 150 多年的历

史正是中国近代由衰微走向振兴的最好

写照，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也展示了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艰难与曲折。”

同样是在 2007 年，《女人本色》、《老港

正传》等合拍片通过中国香港独特的区域

文化和港产导演个性化的创作方式，以香

港回归为背景，讲述了不同阶层的香港同

胞在回归十年间的奋斗史。

其中由黄真真导演，梁咏琪、薛凯琪

主演的《女人本色》在当年得到了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

认可，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献礼片。

梁凤仪是该片编剧之一，她把片中女

主角的名字定为成在信，“成功的成，在于

信心，信心分两种，第一是这个女人对国

家的信心，她有一句话，她说血浓于水，怎

么会孩子收回来会不管，不理不爱呢，不

可能的事。第二，一定有信心，既是对自

己、对协会，对香港故乡的信心，也是对民

族、对国家的信心。”

香港导演赵良骏拍摄的《老港正传》

被称为“香港主旋律”，影片拍摄周期仅用

了 40 天，却展现了跨度为 40 年的社会变

迁。赵良骏笑言，他不懂什么是主旋律，

《老港正传》写的都是香港的草根，老港是

缩影，“这是一部写人性的电影，讲中国人

之间的感情”。

到了 2017 年，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

时有》作为“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献礼影

片”在当年 7 月 1 日上映。影片取材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有名的“东江纵队生死大营

救”事件，虽然取材于真实历史，但许鞍华

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历史，她在采访中告诉

记者，她更想展现普通人生逢乱世所展现

出的救国勇气。

“小学教师、文员、房东、老村长、村姑……

一群普通人本来在过着各自的日子，战争

打破了日常的平静。他们不怕、不犹豫，

直面危险，然后承担，完成了一个可以称

得上伟大的任务。人救出来了，仗打完

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普通人的

勇敢，是很动人的。”

片名被定为《明月几时有》，许鞍华表

示：“战乱年代，看不见光，在那暗无天日

的黑夜里明月何时才会有？这一轮明月

代表了对光明的渴望、对团圆的期盼，和

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了家国命运而付出的

努力。”

到了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回归》聚焦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

上为了保证 0 时 0 分 0 秒准时升旗，很多

不同背景、经历、职业的普通人为作出的

努力和保证。

故事《回归》由薛晓路执导，她表示，

还原香港回归这样的历史时刻，既希望能

够唤起所有经历过这个历史事件的人们

心中的热血和感动，同时也希望没有经历

过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们能够因为《回归》

这个片段去了解香港回归，“这段历史是

我们祖国日益强大的历史见证，是我们每

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的重要的历史

瞬间。”

青年演员杜江、王道铁、朱一龙分别

在片中饰演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陆

军升旗手朱涛、空军护旗手王鹏辉和海军

护旗手宋月强。

在拍摄现场，摄制组对军姿仪态、队

列间隔、转弯行进、升旗节奏等多个细节

都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杜江饰演的升旗

手为了保证升旗节奏和国歌分秒不差，奔

赴部队进行了专门训练。

在升旗的场景中，护旗手需要敬军

礼。朱一龙由于手指有伤，五指并拢时小

拇指会略有上翘，在拍摄完成检查画面时

发现敬礼时小拇指没有并齐，他主动跟导

演说明情况并请求补拍一次。在后来的

补拍中，朱一龙拿胶布将小拇指进行了简

易填充和固定，精准还原了当年现场护旗

手的仪态。

《回归》中饰演香港警察的惠英红和

饰演钟表师傅的任达华，体现着香港同胞

为准时回归付出的巨大努力。两位香港

演员都是祖籍山东。惠英红回忆说：“我

从小是在香港湾仔长大的，我始终觉得我

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当天在等回归那一刻

的时候，心跳得很快。2009 年第一次进入

内地拍戏，第一天踏到祖国的土地上面，

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那个瞬间，很激动

的，那种激动我很难用文字告诉你。”

任达华记得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他早

早守在家中看政权交接仪式的电视转

播。7 月 1 日零时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区旗徐徐升起，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外面下着大雨，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眼睛也湿湿的，我终于有自己的身份了，

我是中国人。”

2022 年，香港将迎来回归 25 周年，任

达华期待能拍部回归大戏：“我想演一个

叮叮车司机，开着电车走过香港不同年

代，讲述电车上发生的故事。”

澳门陆地面积仅 32.8平方公里，却有着

绵长悠久的电影历史。据全国政协委员、澳

门地产业总商会会长钟小健介绍：澳门是大

中华地区最早（1893 年）有电影放映设备的

地方，也是最早（1896年）拍摄电影的地方。

但在之后的百余年间，澳葡当局并不重

视文化政策和相关产业发展，本地电影发展

也多处自生自灭状态，“澳门虽然电影历史

悠久，但百余年来多由放映业支撑，制作业

务则一直没有较大进展。”

据相关记载，1989年澳门参与拍摄电影

《夜盗珍妃墓》，但该片的演员、剧本、制作全

部来自内地。1995 年，由蔡氏兄弟出品、宁

静主演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填补了澳门

有史以来没有出品和制作电影的空白。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回归之

后，特区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而当

地经济腾飞也制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依靠

着社会文化的助力和技术进步，澳门电影出

现了较快发展。

2006年，由香港画家导演陈逸峰执导的

《濠情岁月》，由澳门投资并以澳门为背景，

是澳门特区成立后第一部与内地观众见面

的电影。2010 年，澳门有了第一部独立出

品的故事影片《还有一星期》。

在澳门电影人发奋努力的同时，配合回

归后的各大重要时间节点，内地电影人也拿

出诚意和努力，通过创作不同类型的电影作

品，讲述澳门故事，反映澳门同胞的生活情

景和澳门回归后的发展现状。

2009年是澳门回归十周年，根据澳门作

家廖子馨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改编的电

影《奥戈》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纪录电影《你好澳门》与观众见面。

其中《奥戈》作为庆祝澳门回归 10 周年

的献礼片，将镜头对准了澳门土生葡人族

群，展现了澳门“土生族群”面对回归之时去

留抉择。影片导演张驰表示：“土生是澳门

最有特色一群人，只有澳门有着这样的人，

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最具体的

体现，你要了解真正的澳门绝对不是去赌

场，而是要去了解这些土生人。”

在拍摄时，张弛刻意将剧情淡化处理，

他希望可以用更多镜头来描绘土生葡人在

面对回归这一历史时刻时内心的不确定感，

“大家可能会认为回归十年的献礼片基调要

积极一点，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种真实的

反映和情绪，我觉得《奥戈》真实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状况、社会情绪，甚至带有一点记录

的性质。”

《你好澳门》则通过几位颇具代表性的

澳门人的故事，展现了澳门的政治、经济、历

史、地理、宗教、风土人情以及近 10 年来澳

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部电影也是新中国

成立 60周年献礼影片之一。

该片导演陈真还执导了纪录电影《你

好，香港》。在谈及两部纪录电影的不同时，

他表示：澳门是中国最早开埠的港口之一，

是四百多年的东西方通商重要基地，一百多

年的被殖民经历在澳门留下了道道印记。

与有着相似经历的香港不同，香港留下的更

多是在社会制度、商业运作上的中西结合，

而踏上澳门这块土地，满眼便是中西方历史

文化的交融。 中式的建筑，西式的色彩；中

式的高墙深宅，西式的拱窗尖顶；数不清的

天主教堂，错落其间的府邸花园，“当我们用

画面把他们剪辑在一起的时候，丝毫感受不

到突兀。”

（下转第3版）

◎澳门：挖掘历史积淀，讲好澳门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