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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有許多人還記得電影“KENNY the 
KID brother”，以及那位蓄著鬍鬚、留著長
髮，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導演。這位導演
克勞德．蓋農（Claude Gagnon），在日本
的名氣比任何國家都要高。蓋農在日本拍攝
的 成 名 作“Keiko（1979）”， 不 但 使 他 揚
名國際，更加深了蓋農與日本的羈絆。他執
導過許多作品，而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

“Kamataki”以及全片在沖繩拍攝的最新作
品“KARAKARA”。後者描述的是一名退休後，
為了追求精神上的平靜而從魁北克來到沖繩
的學者，與一名為家庭生活問題所困的日本
女性之間的故事。該片今年一月在日本上映
後，佳評如潮，並獲得許多獎項。這次，克
勞德．蓋農導演在東京接受了 JQR 的專訪，
暢談他與日本的關係。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一般的知識分子
大多是去法國，但我的人生至今，從來沒做
過和別人相同的事。當時我想要找到一個無
論在文化、宗教、哲學及地理等各方面，都
和我所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國家。

　　1960 年代，我為了拍電影而離開名校，
放棄研究傳統學問，而在 1968 年，我為了
探求書本以外的世界，用搭便車的方式前往
了墨西哥——當時墨西哥正在舉辦奧運，因
此我想去見見世面。不知為何，旅途中，我
突然發現我對於美國竟然一無所知，我對美
國的認知，僅限於從書本上獲得的知識。當
時，有一位黑人讓我搭他的便車，載我過橋
後，還給我 5 元美金，因為他可憐那時沒有

地方住，而在拘留所度過一晚的我。對於當
年 18 歲的我來說，這個經驗跟我在書裡學
到的知識完全不同。一個讀了沙特和卡繆，
就以為自己懂得一切的年輕人，就這樣被丟
到現實世界了。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一直
以來對美國人抱持的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
偏差的。

我在美國南部搭了一位開著皮卡車的男子的
便車。那是一輛真正的皮卡車，男子戴著帽
子、手持卡賓槍，一臉懷疑地望著為了追求
當時的流行而蓄著鬍子和長髮的我。幸好我
是個運動健將，而且很喜歡美式足球，因
此當男子提到一位出身德州、在加拿大聯
盟 打 球 的 選 手 時， 我 立 刻 回 答 ：“Oh! My 
favorite!（我是他的球迷！）”於是博得了他
的好感。他把我載到理髮院前，還給我一些
錢讓我剪頭髮。我走進理髮院後，便躲在暗
處看著他，直到他離開。這個經驗，讓我開
始思考“人怎麼看別人，我在別人眼中是什
麼樣子”，對我是一種啟蒙。

我喜歡顛覆社會的既定印象

　　美麗的女性，總是知道人們是怎麼看自
己的。她們知道，當自己走進某個地方的時
候，視線就會聚集在自己身上。我在自己的
作品裡，總是會特別強調人的外表。年輕時，
我打冰上曲棍球，不過因為我就讀的是名校，
因此外面的人總以為我是個書呆子 ；可是在
學校裡，由於我是個運動健將，所以大家都
認為我是“Jock（運動型的人）”。人們會依
照自己的印象，替別人貼上各種標籤——對
於這個事實，我至今仍感驚訝。
我早期拍了一部由理查．尼凱特（Richard 
Niquette） 主 演 的 電 影， 叫 做“Larose, 
Pierrot et la Luce”。我從很久以前就認識
理奇（理查．尼凱特）了，他身材矮小肥胖，
穿著吊帶褲，還有點駝背。13 歲的時候，
看起來就已經像是 50 歲的中年男子。我在

學校是個出了名的運動健將，只要稍微擺出
兇一點的姿態，大家便相當害怕。之後，我
便經常往返日本與魁北克間 ；某次當我回到
魁北克時，理查問了我一個令我震驚無比的
問題：“你因為我是同性戀，所以討厭我嗎？”
原來他一直因為我的體型，而以為我是一個
討厭同性戀的肌肉男。這世界就是如此，甚

日本看起來似乎變化很大，
但其實本質上幾乎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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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的。我經常遇到許多看似無意義的事
物，然而一旦環境做好了準備，這些無意義
的事情便突然間有了意義。我總是對首次來
到日本的外國人說：“等等，先別急著下定論”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能輕率地評斷一
個我們並不理解的文化。原本只預定待在日
本 6 個月的我，之所以將留在日本的時間延
長到好幾年，正是因為我不斷反覆“受到衝
擊、發現新事物”的過程。

　　我一直在拍攝我自己稱之為“mirror 
cinema（鏡子電影）”的電影 ；也就是不帶
任何評價，只反映出社會樣貌的電影。我所
呈現的東西究竟是不是現實，而該現實是否
理想，全都交給各位觀眾來判斷，我的電影
皆以這樣的問題為主軸。我的人生至今，每
天都在問自己 ：我是什麼人？為什麼我現在
正在做這件事？此外，人類的軟弱總是特別
吸引我，不論一個人多麼堅強，也都一定會
有弱點。比起弱小的人，我對強者比較有興
趣 ；但是我所感興趣的地方，其實在於他們
的軟弱，我想知道令那種人動搖、失敗、遭
到擊潰的理由為何。在日本社會生活的我，
總是自問著我是誰，同時能夠回顧自己的人
生與一切作為。

KARAKARA ：切勿過份膨脹自己的
言行舉止！

　　我一直以來都非常厭惡濫用肢體力量的
人，“KARAKARA”劇本的出發點也是如此，
我並不是想拍一部聚焦於暴力的電影，而是
想把暴力帶入電影中。接著，我把焦點放在
主角蓋博．艾肯（Gabriel Arcand）那充滿
知識分子氣息的形象上，這個形象能讓人聯
想到所有為了追求精神上的平靜而來到日本
的知識分子。
剛來日本不久時，我的室友是一個“禪修
男”，他公開地說他已經半年沒有和女性發
生關係，而且未來也絕對不會需要……而
他才 23 歲！每當我帶女朋友回來，他都會
對我說教一番。然而，某個夜裡，與他只
相隔一扇紙門的我，卻聽見他的房裡傳來
了那種喘息聲。與那個夜裡發生的事相比，

“KARAKARA”的床戲根本就不算什麼，由
於那件事滑稽得令我捧腹大笑，因此我一直
想把它放進自己的作品裡。我以前也曾試著
用在其他題材的電影中，但效果卻不盡理想，
相對地，“KARAKARA”則真的非常適合放
入那段小故事。人切勿過份膨脹自己的言行
舉止，進行冥想、保持身心清淨，也是沒用的，
人豈能放棄享受人生的樂趣呢？

在日本拍電影是最棒的經驗

　　在日本拍攝電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最大的優點，就是日本人在踏出腳步之前，
經常躊躇不定，然而一旦跨出第一步，就
會變得主動而積極。對我來說，工作人員這
種認真工作的態度，可說價值非凡。即使工
作並不快樂，日本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會鬆
懈。此外，沒有工會組織的存在，也替我減
輕不少壓力。現在的電影界，已經不會壓榨
受雇者了，一旦大家都累了，也只能休息 ；
因此我始終無法認同電影界有工會這件事的
意義。以魁北克為例，現在濫用權利的其實
是勞方，若是要求工作人員在休息時間多工
作一分鐘，他們就會要求支付加班費。因
此，當女演員無法一次完成一個鏡頭時，給
予充分時間讓演員完成，對導演來說便成為
一種壓力，這個問題會使得導演無法拍出好
電影。可是在日本，反而是工作人員對我說

“一天拍攝的時間太短了”，因為我想要發揮
100％的力量，因此力量降到了 98％，我
就會先停下來。」

至連一個人的內心寬闊與否，都用外在來評
斷，這件事對我的電影造成莫大的影響。每
每在選角的時候，我都會特別重視這種第一
印象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顛覆社會對外在
的既定印象。

對我來說，日本是完美的

　　結束了搭便車之旅後，我體悟到，想要
拍電影，就不能只靠書本，而必須更深入地
認識現實生活中的人們 ；必須和人們接觸、
發現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現實狀況。於是，我
認為日本無疑是對我來說最好的選擇，日本
是一個島國，又有山……相對於屬於新興國
家的加拿大，日本擁有悠久的歷史。這麼一

想，我便明白了自己的立場。於是，我在
70 年代來到了這個國家。
起初我計畫先在日本待半年，接著南下前往
印尼，最後再北赴歐洲。我想要迎合當時的
風潮，進行一趟小小的流浪之旅。然而，當
6 個月過去後，我對日本卻仍一無所知。當
時住在日本的外國人非常稀少，我到現在還
記得很清楚，我在京都遇到外國人時，總是
會越過馬路，去向對方握手，還交換電話號
碼。那是一個以“和平與愛”為暗號，充滿
幸福又刺激的時代。
我是只要跨出片場一步，就會變得非常內向，
就連在店裡買個東西都會莫名緊張的人，因
此我非常喜歡日本人的內斂。

　　話雖如此，日本的傳統文化，也讓對日

本一無所知的我感到困惑。對我來說，那與
其說是挫折，倒不如說是一種衝擊。我不斷
地自問自己至今的經驗，努力去發現新想法、
新美學。當我以“Keiko”贏得成功時，我
感到自己已經沉浸在這個環境中，並覺得非
常舒適。我生了兩個小孩，正打算開始以一
個小市民的身份，展開家庭生活 ；在事業方
面，也突然有許多工作上門。但這時找上門
的，都是想要我拍出像“Keiko”般的作品，
也就是宛如將我過去的作品重製的工作，因
此我一點都不感興趣。這種狀況讓我感到恐
慌，於是產生想回魁北克的念頭。

對我最大的衝擊 ：福島

　　現在的日本和當時確實不同，但我認為
不同之處僅只於表面。乍看之下，雖然表面
上有著戲劇性的變化，但仔細觀察，你會發
現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就像現在仍看得
見年輕人集體行動的狀況等等，讓我驚訝的
現象不勝枚舉，或許那是一種能令人安心的
行為模式。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比別
的國家更優秀，然而我始終主張，只要是地
球上的居民，就應該至少花一年的時間，去
外國居住看看。重要的是，要去發現外國與
自己國家的相異之處。對我來說，日本有許
多我覺得很理想的地方，當然也有很多我不
喜歡的地方。我認為對個人來說，日本社會
太過於拘謹了 ；而每個日本人其實也還沒做
好打破這道牆的準備。
迄今最令我難過，同時對我的日本生活造成
最大衝擊的，就是福島的核能發電廠事故。
對國民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說謊的政治家
們，令我極度失望。另一方面，國民的反應
也太遲鈍了，在外國，只要有人敢欺瞞社會，
人們便會大力反彈，民主主義就是為了改變
政府而存在的。

　　我平常雖對政治沒什麼意見，但是看見
那些正大光明表達擁核立場的政治家連續當
選，我不禁感到失望。如果日本要建造新的
核電廠，那我一定會離開日本。就算住在距
離核電廠非常遙遠的沖繩，我也無法接受這
件事。我對於日本人普遍欠缺站出來表達抗
議的霸氣一事感到憤慨。“為政者”熟知控
制人心的方法，東京電力公司也對所有電視
公司施加壓力，並四處撒錢，但人們卻沒有
說出“錢不重要，來，我們展開突擊！”的
勇氣。日本其實一點都沒有變——我真正想
表達的意思就在這裡。

不同是日本對我的衝擊

　　但我並不想一味地否定日本，日本是個
充滿了“悖論”的國家，而這點是非常具有

PROFILE
1949 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的克勞德．蓋
農（Claude Gagnon）， 執 導 過 “Keiko”、
“KENNY the KID brother” 等多部國際知
名作品，最新作品為 “KARAKARA”。蓋農
在 1970 年代第一次來到日本後，便經常
往返於加拿大與日本之間。目前定居於沖
繩，並正熱烈展開多個國際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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