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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討1950年代在冷戰陰霾下美國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對

親美知識份子張國興的秘密援助，以及後者由此建立的一個跨國文化及信息網

絡。殖民管治時期的香港作為華語文化生產及傳播的重要基地，其文化和戰略意

義雖然舉足輕重，但又一直為人忽略。本研究集中討論張國興在香港成立的亞洲

影業有限公司（亞洲影業）如何與左翼的長城影業公司競爭，強調生產既有藝術水

平又具反共意識的作品，在娛樂和政治之間取得平衡。張國興致力推動電影製作

和大眾文化消費，雖然因為經濟及企業運作等種種原因以致後來功敗垂成，但亞

洲影業的功績在於其催生了戰後香港華語電影的發展和創造力，以及電影工業的

現代化。張國興與亞洲影業的故事，其意義遠遠超越了傳統冷戰論述中強調純粹

的大國操縱的政治理解。

關鍵詞：文化冷戰　亞洲基金會　亞洲影業有限公司　張國興　華語電影

一　文化冷戰與張國興的媒體計劃

1952年5月26日，作為親美記者和香港知識份子的張國興（1916-2006）致

函美國機構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提交了他早前

所建議的文化計劃之修訂版。該計劃旨在通過在印刷媒體和香港電影界的積

極工作，以抗衡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傳播1。早在1951年11月，張國興已萌生

這個項目的構思，並向自由亞洲委員會提出他的想法。在冷戰的背景下，這

個項目從三個層面上擬定心理戰計劃，企圖建立一個由出版社、電影公司以及

   冷戰中的文化傳承
——張國興與亞洲影業有限公司

● 吳國坤

＊	承蒙關志華在這次研究上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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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鼓動群眾」和政治宣傳活動的研究組織所組成的企業，達到「文化抗共」

的目標2。

張國興將香港定位為冷戰時期亞洲的戰略性陣地，推行一個名為「小說企

業」（Fiction Enterprise）的媒體計劃，通過創辦亞洲出版社出版來自中國大陸

的離散作家和學者的作品，以及一些在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發行的重要英

語作品之翻譯版本3。其中，部分非共產主義小說和反共小說提供了很好的

素材，可以用來改編成電影。張國興很快便投身於電影世界，創立了亞洲影

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洲影業」），並開始製作在跨亞洲網絡傳播的國語電

影。對於書籍出版和電影製作這兩大項目，張國興皆得到美國組織福特基金

會（Ford Foundation）和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慷慨支持。然而，

張國興的第三個文化使命——建立一個知識份子組織，以協調亞洲各地區的

教育和政治宣傳工作——卻從未得到美方資助，計劃最終胎死腹中。

在張國興和自由亞洲委員會的秘密通信中，美國當局採用暗號“Fiction”

來稱呼張國興（筆者將之譯作「子虛」，認為比起用「小說」來翻譯張的秘密稱

謂更到位，更能平添冷戰和諜戰的氣氛）4——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

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找到的塵封檔案中，每每翻閱到

美國人稱呼「子虛先生」（Mr. Fiction）的暗號。

自由亞洲委員會最初於1951年在舊金山成立，為一個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它於1954年秋季重組成亞洲基金會。正如基金會第一任主席布魯姆（Robert 

Blum）所說，「自由亞洲委員會是由一群加利福尼亞州人在朝鮮戰爭高峰期所

創立的，他們認為一個專注亞洲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可以提升亞洲人在自己的領

土抵抗共產主義的願望和能力」5。然而，布魯姆對亞洲基金會及其非政府地

位和慈善使命定位的描述，被認為是在隱瞞亞洲基金會與華盛頓網絡的密切

聯繫，實際上，該基金會從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CIA，以下簡稱「中情局」）

手上得到大額的財政支持6。亞洲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向在亞洲為實現和

平、獨立、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而努力的個人和團體提供私人支持」7；在保

密條款下，該基金會在1950年代秘密地支持了不少亞洲國家的文化項目，特

別是在電影業務方面，「暗中支持反共電影人，從製片人、導演和技術人員，

到散布日本、香港、緬甸和韓國的評論家和作者，以及美國和英國電影製片人

在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秘密活動」8。當然，亞洲基金會和與其合作的其他亞洲

組織不僅將冷戰理解為「炸彈與子彈」（bombs and bullets）的戰爭，而且是影像

與思維上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抗爭。在眾多重要的「文化武器」當中，電影是一

種最引人入勝的敍說故事媒介，它能夠把抽象的意識形態轉化成善惡之爭的普

世故事；而這個吸引大眾的行業能夠生產具娛樂性的政治宣傳，以攫取亞洲人

的民心。亞洲也無法倖免地成為這波「文化冷戰」的戰場。

曾任新聞記者的英國學者桑德斯（Frances S. Saunders）闡述了美國中情局

如何通過資助文化出版、音樂表演和藝術展覽來進行針對蘇聯和社會主義 

陣營的心理戰9。同時，文學、音樂、繪畫和建築設計也成為冷戰時期美國

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bk。美國政府更無法忽略電影等「文化武器」（cultural 

weapon）在「贏取人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上的潛能bl，積極地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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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學術論文 透好萊塢的說故事模式，拉攏和影響好萊塢電影工作者和製作人來為美國的

反共心理戰服務bm，在各種類型的電影尤其是科幻電影注入迂迴的反共意識

形態bn。美國的文化冷戰雖然在歐洲打得轟轟烈烈，但共產中國的成立和朝

鮮戰爭的爆發，使得亞洲成為美國人無法忽略的文化戰場。作為資本主義陣

營之首的美國，當然覺得迫切需要發揮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守護一個

「自由亞洲」。美國通過各種流行文化如雜誌、小說、旅遊書寫、劇作、電

影、百老匯音樂劇和爵士音樂等，在亞太地區進行文化和政治滲透，同時向

國民宣導美國在戰後的全球影響力bo。

然而，美國在亞洲的文化戰役必須得到亞洲國家的合作和響應。近年

來，愈來愈多研究把焦點集中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參與這場文化冷戰時所扮

演的角色，把一直以來被冷戰研究主旋律邊緣化的亞洲拉回學術軌道bp。這

類研究的成果逐漸豐碩，探討的文化領域包括電影、戲劇、文學、雜誌、媒

體、文化政策、建築風格等。而冷戰氛圍下的亞洲電影場域並不是單以「國家

電影」（national cinema）這一範疇就可以概括；無論是華語電影或者其他語言

的電影，它所牽涉的更是錯綜複雜的跨國和跨區域網絡bq。

李尚埈的研究也是以跨國網絡來探討冷戰氛圍下的亞洲電影發展。他認

為冷戰時期的亞洲電影文化與工業以跨國合作和競爭的形態出現，這些跨 

國網絡涵括了電影製作人、導演、明星、電影評論人、文化知識份子、電影

發行和電影節等，而這種跨國網絡的形成更與文化冷戰和美國資助息息相

關。通過亞洲基金會，美國嘗試滲透亞洲的電影製作，拉攏亞洲的反共電影

人和知識份子來組成反共文化生產網絡，同時資助、協辦具有反共意識的東

南亞電影節（下詳）br。香港由於地緣政治因素，無法避免成為亞洲文化冷戰

的主要戰場，成為美國實行各種反共文化、出版和教育計劃的中心bs。殖民

管治時期的香港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於文化冷戰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作為

華語文化生產和傳播的重要基地，在中美等大國角力中的文化和戰略意義雖

然舉足輕重，但又一直為人忽略。傅葆石的研究證實，亞洲基金會資助從大

陸流亡、南下香港的知識份子出版《中國學生周報》，向全球離散華人宣揚西

方自由民主價值bt。亞洲基金會同時協助張國興創立亞洲影業，介入亞洲的

文化冷戰。

本文建基於文化冷戰論述的學術脈絡，嘗試闡述一個鮮為人知的個

案——探討亞洲基金會對張國興的媒體企業的秘密援助，以及後者如何建立

一個跨國文化及信息網絡。本文參考的具體材料包括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

的亞洲基金會檔案（Asia Foundation Records），並配合電影雜誌及報章等有關

文史資料，將檔案與文獻研究結合電影文本進行跨媒介分析。首先縷述亞洲

影業如何通過美國的資助，嘗試與左翼電影公司進行角力和競爭，揭示張國

興的文化冷戰思維，強調生產既有藝術水平又具反共意識的作品，在娛樂和

政治之間卻難以取得平衡；然後以亞洲影業製作的第二部作品《楊娥》（1955）

為例，闡述它在電影製作過程面臨的技術挑戰及市場困境；最後探討張國興

和亞洲影業的參與和介入，為當時的華語電影場域留下甚麼樣的影響和文化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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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張國興與亞洲影業

張國興出生於海南島，在馬來亞北婆羅洲的古晉接受教育。抗戰期間回

到中國後，入讀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5年畢業，獲得法學學士學位， 

並先後當上翻譯和記者，為國民黨和美國新聞機構報導內戰消息。1945年，他 

在重慶和南京擔任由國民黨成立的中央通訊社記者；1946年，他開始擔任南

京的美國合眾社（United Press）記者。張國興目睹了解放軍在1949年4月進入

南京，記錄了南京在共產黨佔領後的變化；12月，他離開大陸，前往香港ck。 

1950年，他把之前寫成的文章收輯增訂成一本書，取名為《竹幕八月記》（Eight 

Months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cl，被認為是第一個用「竹幕」（bamboo 

curtain）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作家cm。除了在1952年創辦亞洲出版

社和1953年成立亞洲影業並作為製片人外，張國興在香港也活躍於新聞界。

他曾任《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編輯顧問，後來在香港浸會

學院（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設立的傳播課程擔任教職，更在1978年成為該校

傳理系系主任，直到1985年才退休；其「唯真為善」（Truth is Virtue）的信念，

也成為後來該校傳理系的格言cn。

在張國興於1951年11月向自由亞洲委員會提交的文化計劃的前言中，他

聲稱「我們只想誠實和簡單地告訴人們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踐時的真相」，認為

中共統治只是「一個具吸引力的偽裝」co。張國興所堅持的反共立場支持了他

後來創立亞洲影業。同時，他清楚無誤地把香港定位為這場亞洲心理戰的最

重要戰線：「這些項目必須在香港啟動，因為香港遍布人才，而且在香港能夠

輕易進入竹幕，這可以更容易獲得打擊共產黨的所需材料。」在朝鮮戰爭結束

不久後，張國興認為中共在華語文學領域已經取得勝利，對海外華人具文化影 

響力，對亞洲文化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而他的「人民思想戰爭」（Battle for 

the People’s Minds）理念很容易便與美國中情局產生共識cp。自由亞洲委員會

中負責亞洲事務的指揮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於1952年在舊金山去信給該會

香港代表艾偉（James T. Ivy），表達了他對張國興的文化計劃的興趣，特別指

出他同意張國興對香港在戰略和地理上重要性的看法，認同香港能夠為其他地

區起着啟迪作用：「世界上仍有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紅色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是幾乎令人難以置信，而且無疑是十分可悲的。⋯⋯請鼓勵你的朋友盡最大

的努力記錄每一個紅色中國的故事，並以每一種可能的文學形式提供給中國南

方的讀者。在為其他地區提供啟發方面，香港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cq

冷戰期間出現政治緊張和意識形態的騷動，張國興和斯圖爾特皆同意利

用複雜的香港電影市場所提供的發展潛力和影響力——它是華語電影界最具

活力的中心，包含了粵語、國語以及多種南方方言的電影。事實上，二十世

紀中葉見證了華語電影在香港電影市場的百花齊放，從不同類型的通俗電影

（如喜劇、愛情劇、情景劇、歷史劇、奇幻電影和鬼片）到充滿社會批評的電

影（如悲劇、家庭及倫理片和現實主義影片）。這些電影吸收並呈現了中國古

典文學的傳統、西方好萊塢的流行敍事、粵語和本地文化，以及現代都市的

生活方式。尤有甚者，香港電影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評為全球第四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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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學術論文 電影生產中心，並在1950年代中期一直蓬勃發展，持續帶來無限的商業契

機，同時又充滿風險和危機。1955年，也即亞洲影業開展業務的兩年後，香

港的電影製片公司已經生產了227部電影（相比於1954年的188部電影）；作為

電影生產的地區，香港僅落後於美國、日本和印度cr。同時，香港製作的電

影對海外華人觀眾產生了巨大影響，特別是在東南亞市場。在香港與海外華

人社會，出現了許多電影工作室、企業家、電影明星、電影類型、電影雜誌

和視像媒體。

1953年，張國興正式創辦亞洲影業，並開始投入電影製作。儘管獲得亞

洲基金會的財政支持，張國興依然自稱為該公司的獨立電影導演和經理，以

掩蓋其與美國組織的聯繫。在第一次談及亞洲影業時，張國興宣稱，它的使命 

是發動一場抗衡共產主義思想滲透的戰爭。他將左翼電影的領軍公司、早已在

香港電影市場佔一席位的長城影業公司（長城）視為主要商業競爭對手：「我們

成立這間電影公司的直接目標是擊敗長城，這將成為我們的作戰口號。」cs在

創辦亞洲影業時，為吸引資金，張國興成功說服他的美國朋友，使他們相信

共產主義者在文學領域已佔盡上風，若然右翼陣營沒有做足準備在這場心理

戰中作出反擊，電影領域也將被左翼人士所支配。張國興繼續道ct：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長城〕在香港仍是最成功的中國公司。它的畫報

是最暢銷的。它是管理得最好和資金最雄厚的公司。即使有多少他們的

電影在馬來亞被禁映，它依然屹立不倒。若然是其他公司的話，如果製

作的四部電影中有一部被禁映，這些公司必定已經破產。長城有兩個自

己的攝影棚。根據這裏流傳的故事，當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長城時，他

們投入了300萬港元。從那時候開始，共產黨給予的補助不斷，沒有人知

道到底有多少錢。這說明了長城強大的財務狀況。因此，應該考慮一下

我們的100萬港元，如果把它花光的話，那也只是這個項目的初期投資。

長城的成功，已經持續對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害。

雖然張國興可能為了尋求更多資金而誇大了左翼電影在香港和東南亞的

主導力量，但他描述長城及其良好發展基本上是正確的。事實上，在1950年

代初期，香港左翼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在香港和東南亞華人社區較受歡 

迎dk。作為香港左翼電影製作的大本營，長城繼承了1930年代上海左翼電影

的傳統和經驗，培養出很多電影明星，創作了不少精心編寫的電影劇本，並

在1950年創辦《長城畫報》——這是一份在香港和東南亞極具影響力的電影雜

誌，為長城出品的電影及明星大力宣傳。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長城的成功與

大批上海人才移民和湧入香港有關，其中包括製片人袁仰安、導演岳楓和李

萍倩，以及演員舒適和劉瓊。儘管左翼份子持續面臨香港殖民政府的壓力，

如在1952年1月，八名電影人（包括舒適和劉瓊）因其政治活動被驅逐回大

陸，袁仰安仍能克服這樣的危機，並為長城發掘了夏夢和林黛等新星。從

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長城的電影一直受到中國觀眾的好評，在香

港、大陸和東南亞等地都有很好的票房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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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興以挑戰左翼電影在國語電影市場的龍頭地位作為目標，並將長城

的成功歸因於其文化「宣傳武器」——《長城畫報》被視為「香港和遠東地區最

暢銷的電影雜誌」，為長城的電影及影星提供成功的宣傳渠道dm。針對長城這

個宣傳策略，張國興於1953年開始經由亞洲出版社發行《亞洲畫報》，該刊物

的定位更為西化，反共立場也更為露骨dn。張國興最初提交了50萬港元的預

算，作為亞洲影業的啟動基金，打算製作三部電影，預算每部電影的製作成

本大約為12萬港元；而在製作第三部電影時，他將從第一部電影中獲得利

潤。張國興相信亞洲影業以後或多或少能在財務上達到收支平衡，或者至少

可以減輕自由亞洲委員會或中情局方面的財務負擔do。

在張國興於1951年提交的計劃中，他指出香港電影在過去幾年一直被中

國共產主義者所主導，但樂觀地認為他們在電影領域的「統治」地位正在瓦

解。這部分原因在於一些亞洲的左翼電影公司被反共產主義政府所關閉，部

分在於不少電影從業者對共產主義感到失望。張國興相信，他的電影公司能

夠「為感到失望的明星和電影從業者提供替代的機會，讓他們在民主的氛圍下

追求藝術」，同時把那些被投閒置散的導演和明星「聚集在這間新的電影公司， 

一起製作反共電影」；他的目標對象包括劇作家姚克和電影女星李麗華dp。

三　電影、娛樂和反共

在1953至1958年數年間，亞洲影業活躍於電影製作，共出品了九部重視

藝術品質、以關心家庭及社會為主題的故事片。這些作品涵蓋了廣泛的類型

和風格，從歷史劇、黑幫電影、家庭情景劇到社會現實電影，為往後華語電

影的創作和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表1）。在這九部作品中，其中四部電影改

編自亞洲出版社發行的小說，包括《傳統》（1955）、《長巷》（1956）、《半下流

社會》（1957）、《愛與罪》（1957）dq。

表1　亞洲影業作品列表

電影 年份 導演 原著

《傳統》 1955 唐煌 徐訏小說《遊俠傳》

《楊娥》 1955 洪叔雲、易文

《長巷》 1956 卜萬蒼 沙千夢同名小說

《金縷衣》 1956 唐煌

《半下流社會》 1957 屠光啟 趙滋蕃同名小說

《愛與罪》 1957 唐煌 王潔心同名小說

《滿庭芳》 1957 唐煌

《三姊妹》 1957 卜萬蒼

《擦鞋童》 1959 卜萬蒼

資料來源：「香港電影檢索」網，https://mcms.lcsd.gov.hk/Search/hkFilm/enquire!?&request_

locale=zh_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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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背景設定在民初杭州的開山之作《傳統》，講述小夫妻衝突的都市喜劇《金

縷衣》（1956），有關越獄逃犯改過自新的《愛與罪》，以及祖孫兩代學習互諒互

讓的《滿庭芳》（1957），這些電影都涉及社會倫理道德和現代家庭世代之間磨

合的主題。來自上海的名導演卜萬蒼拍了三部電影：《長巷》是現代版「貍貓換

太子」的棄兒故事，探討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觸及生與養的課題，此片並獲

1956年第三屆東南亞電影節最佳編劇龍柱金獎；《三姊妹》（1957）以喜愛古典

音樂和爵士歌舞的兩姊妹的矛盾以至和解的過程，暗喻社會變遷離不開西化

（即「美國化」）；《擦鞋童》（1959）則帶有現實主義味道，透露出南來影人對香

港社會的貧富懸殊感到不滿，而只有男主角拒絕加入（左翼）工會，隱含曖昧

的政治批判。可以說，亞洲影業的製作並無帶有明顯的反共信息，其中《半下

流社會》比較尖銳地通過描寫南來難民的困頓生活來揭示資本主義和人性的黑

暗面。總體來說，草創於戰後的亞洲影業，在國語片的題材和形式上起了繼

往開來的作用。

張國興也期望亞洲影業可以製作出高品質的作品，帶頭提高國語電影的

水平，以及提升員工的專業水準，以求日後可以超越長城的成績。在亞洲影

業運作兩年後，張國興在一次訪問中就幾個方面詳細說明他對該公司在製作

電影時的專業指示：（1）導演必須為一部電影簽訂合同，訂明六個月內不能兼

拍其他電影；一年之中最多執導兩部以至兩部半的戲。（2）在每部電影拍攝

前，必須有一個完整而且良好的劇本，事先仔細研究成熟再開拍。（3）寫好劇

本、分好鏡頭後，導演要負責把每一個鏡頭先在紙上畫出來（製作故事板）。

（4）參與電影的主要角色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應參與其他電影的拍攝。與此

同時，亞洲影業大力培育新人，拒絕出高價爭奪明星，期望優化製片環節及

制度，重視人才和故事創作，在缺乏片廠場地與資金有限的情況之下製作出

優秀的電影產品dr。

在亞洲冷戰的氛圍中，張國興認為電影的功能是向亞洲人民揭露共產主義 

的「真相」，但並不是通過狹隘的政治宣傳，而是通過製作「純粹娛樂」的電影，

當中牽涉到良好的商業投資；一部成功的電影必須「隱晦地表達出反共思想，

讓觀眾潛意識地感受得到，但又不會過於外露」ds。其實，斯圖爾特也提醒張

國興在進入香港電影業時將面臨的巨大挑戰：對電影人才的巨大需求以及如何

透過出色的人性化故事來實現其政治目的。斯圖爾特在給艾偉的信中寫道dt：

我希望並鼓勵他們〔亞洲影業〕與在電影領域有實際經驗的優秀人才如導

演和演員合作。我也持着一種老派的看法：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故事是

最重要的。如何隱晦地影射共產主義已成為一種複雜的陳腔濫調。在原

則上，它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你沒有一些有趣和有價值的東

西，那麼，無論你能多麼巧妙地進行政治宣傳或提出政治觀點，也是缺

乏基礎的。我希望電影人能找到一些情節，而這些情節本身就能體現出

爭取自由的鬥爭，或揭露出共產黨的暴政。我認為，情景劇或許是能達

到我們目標的最佳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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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張國興避免在電影中直接灌輸政治信息，傾向製作商業性的電影，以

情景劇和道德劇的形式，呈現家庭價值、代際衝突、社會變遷等故事。針對

亞洲影業所製作的九部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家羅卡和法蘭賓（Frank Bren）指

出，它們「很少觸及政治理論，也從不公開批評共產主義。它們大多是浪漫情

景劇，描述政治保守的家庭如何推崇中華民族的和諧，以及一些傳統觀念如

民族主義、家庭和道德倫理」，這些電影幾乎都是「給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中國

非知識份子的大眾娛樂」；同時，亞洲影業所製作的電影「反對狂熱的革命理

想，支持更寬容、更溫和及循序漸進的改革進程」ek。在出品影片中，少數反

映香港社會、文化的疏外與新移民的普遍不適應，更多是表現對傳統的懷疑

與再肯定。

亞洲影業的開山之作是《傳統》，它展示了南來文人對傳統文化崩壞的 

反思及其民族主義情懷。電影出自上海著名作家徐訏的小說《遊俠傳》，由作

家本人親自改編，於1953年10月開始拍攝，並於1955年在香港上映。電影

的背景設定在抗戰時期的杭州，以土匪與村民之間的衝突作為主線，講述了

一個傳統道德崩壞的故事。《傳統》可謂開拓了香港華語黑幫片的類型，講述

江湖兄弟的恩怨情仇，尤為亮眼的是剛在影壇出道的劉琦所扮演的愛慕虛 

榮的女子，引誘洪家幫主的遺孀及其親子聚賭墮落，繼而勾結日本人，把幫

會的道義傳統破壞淨盡。劉琦的魅惑角色甚有西方「黑色電影」的「蛇蠍美人」

（femme fatale）韻味，而上海影星王豪飾演的幫主義子，以血來清洗幫會罪

惡，竭力保存傳統的倫理法則，最後卻因報仇身殉。電影還加添洪家下一代

勾結漢奸情節，男主角的犧牲也就變成為國除奸，以身殉國el。美國學者利

里（Charles Leary）對此片作出政治導讀，指出「這部電影表現出對前共產中國

時期的大陸的懷舊嚮往」，「和很多其他亞洲影業所製作的電影一樣，家庭的

力量及其在面對腐敗勢力時的脆弱性，是這部電影的中心主題」em。其實《傳

統》亦具備藝術特色，如電影開場的倒敍片段，以時鐘和照片作為記憶與失憶

的意象，暗示時間和傳統的消逝。在思想上，影片創作出一個人類背叛、不

忠和城市物欲橫流的寓言，加上中國的俠義精神，成為後來香港黑幫片一個

基本模式。

與《傳統》一樣，亞洲影業的第二部作品《楊娥》也是在1955年發行。這部

電影是一部以反清復明為背景的歷史劇，帶有武俠片的韻味，時間設定為清初

的1664年。女主角楊娥是一名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名始終忠心的明朝將軍，

為了捍衞他所效忠的皇帝而英勇犧牲；她的兒子遭向清兵投降而臭名昭著的

叛徒吳三桂絞死，而吳三桂則正加緊追殺所有遺留下來的明室追隨者。楊娥

決心對吳三桂進行報復，她在平西王府側經營酒肆，伺機刺探。經過多番考

驗和磨難，在吳三桂妾氏的幫助下，楊娥成功引起吳三桂的注意。吳三桂被

楊娥的美色所迷倒，並邀請她到自己的宮殿表演舞蹈和射箭。楊娥立即答應， 

更迫不及待地想藉此機會殺死吳三桂。然而，當吳三桂在宮殿裏發現楊娥的

陰謀時，用腳踢向楊娥，楊娥敵不過吳三桂，當場倒斃。

作為一部歷史電影，《楊娥》很容易會被解讀成一個政治寓言，象徵着國

民黨的戰敗及大陸（明朝）的喪失，而為了恢復舊政權，這一群明朝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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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在左翼報章《大公報》

的一篇讀者來信中，就批評《楊

娥》利用歷史來模糊是非、混淆

忠奸。該讀者指出蔣介石便是

「活脫脫的現代吳三桂」，認為

電影假借舊道德和濫用歷史上

忠義人士的事迹來維護蔣介石

的賣國行徑；電影在台灣上映

以及台灣工作人員參與電影攝

製，都說明了它附庸於「現代吳

三桂」；因此，觀眾必須擦亮眼

睛，拆解這部電影的「花招」，

認清它的政治「真面目」en。

事實上，張國興也以政治

寓言的方式來把這部電影解釋

為國民黨回歸祖國大陸的願

望：「我選擇了這個劇本⋯⋯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當時明朝

的忠心遺民策劃逃到台灣，組

織和重組反清復明的運動。對於他們來說，台灣是組織運動的基地，以恢復

中國昔日的真正光輝。我們擔心的是，英國的審查可能會迫使我們刪去這個

角度。」檔案資料顯示，他在製作《楊娥》的過程中還是壓抑不了將政治寓言注

入電影中eo。然而，《楊娥》當前流傳的版本（亦即筆者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看到

的版本）並沒有明確展示張國興所提及的台灣情節，電影裏反共的聲音其實是

非常隱晦和絕無僅有的。我們沒有具體的資料來判斷電影的原始版本有否包

含台灣情節，抑或這些情節是否後來被殖民時期政府官員審查後刪除。但

是，歷史電影很多時候通過敍述過去的事件來隱藏對當代政治的評論，以繞

過政治審查。李翰祥執導的《倩女幽魂》（1960）是很好的例子。在邵氏兄弟（香

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的支持下，李翰祥改編了一個十七世紀的中國鬼故

事，重設了它原來的時間線，將這個奇幻故事設定在明朝政權滅亡後的清初

時期。與《楊娥》相似，李翰祥在他的電影中投放了一種對明代的懷念，這呼

應了冷戰時期離散華人對大陸的失落、感慨心理。

飾演《傳統》、《楊娥》女主角的劉琦是中國電影的新面孔，曾為南洋影片 

公司出演過一些配角。後來她與亞洲影業簽約，並在《傳統》、《楊娥》和《半下

流社會》中發揮了精湛的演技。在《傳統》中，劉琦飾演了「一個沒有原則的騙

子」；她在屏幕上耀眼的表現，使美國評論家相信張國興及亞洲影業「應該培養

一些自己的明星」。在評論《楊娥》時，一個美國評論者表示對「楊娥的絕色和

她的優雅」印象深刻，另一個評論者則稱讚她在飾演「專情而且像聖女貞德般

的」角色時能夠使人信服。雖然當時的劉琦仍是「相對上無人知曉」，但張國興

《楊娥》是一部以反清復明為背景的歷史劇。（圖片來源：《華僑

日報》，195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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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她在《傳統》的演出，必定會讓她成為香港其中一個炙手可熱的明星ep。

事實上，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電影業中留住人才，亞洲影業給予這位女演員相當

高的報酬。正如一則電影報導所指：「她〔劉琦〕每一部電影的酬勞通常有5,500

港元，但拍攝《傳統》時，她的酬勞有6,500港元。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

為她必須將所有時間都投放在這部電影的拍攝中。《傳統》作者兼電影編劇徐

訏也十分滿意她的表現，因此〔張國興〕為另外三部電影向劉琦支付了1,000港

元的聘用費。這似乎是一個十分明智的舉動，另一家電影公司已經試圖以

12,000港元簽下她。」eq這則報導顯示出張國興願意付出更高的報酬來獎勵合

約員工，以滿足他的專業需求，從而保證電影公司及其作品的口碑。

作為一家迅速發展的國語電影公司，亞洲影業在製作《楊娥》時投入了相 

對多的資源，尤其是引入一些當時的先進技術。電影展現出精心設計的場面調

度（宮殿場景）、編舞（妓女在吳三桂的宮殿跳性感舞蹈的場景）、攝影手法（跟

隨女主角進入宮殿的鏡頭），以及精細的服裝和道具。在結局中，伴隨着閃爍

的燈光和陰影等視覺效果，楊娥放煙火和企圖刺殺吳三桂的畫面營造了一種

懸疑的氣氛。在電影院裏，《楊娥》「在環繞聲的弧形屏幕上播放」，「楊娥刺殺

吳三桂的夢境序列在鍾啟文（Robert Chung）的指導下用35毫米的彩色柯達膠

片拍攝而成」er。可惜的是，現存的電影版本已遺失這個重要的夢境片段es。

四　挑戰與局限

雖然張國興對電影製作充滿熱情，以及傾向製作具備娛樂元素的電影，

但這些電影在商業市場上的表現並不理想；亞洲影業只有短暫的壽命，於

1959年便結束所有電影製作和放映。在亞洲影業成立後的頭兩年，很快便開

始投入電影製作，張國興以建立一個穩定的製作團隊和具良好組織架構的公

司為目標，卻面對着不少挑戰和問題，例如公司沒有固定職員和班底，電影

的開拍完全取決於能否從美方那裏取得資金，以及因大陸文化封鎖而導致的

國語電影市場收縮、人才短缺和龐大的資本投資需求。在1955年12月扶輪社

的一個演說中，張國興表達了對香港電影工業發展的憂心。他認為政治的動

盪和大陸電影市場的封閉大大減少了香港電影的票房收入（左翼電影除外）；

東南亞和歐美唐人街戲院的票房收入，對香港電影票房也幫助不大。因此，

未來的電影製作將會陷入預算愈來愈低、品質愈來愈差，而觀眾愈來愈少的

惡性循環中。除此以外，香港電影工業基本上是從1948年中共執政前開始遷

移的上海電影工業的延續，「竹幕政治」卻阻斷了香港電影業對大陸優秀電影

工作者的吸納，剝奪了華語電影創作的活力。因此，香港國語電影其實是在

朝向「商業破產」的路途中，對電影製作的堅持往往是建立在維護中華文化而

不是在商業利潤上et。在1956年於香港舉行的第三屆東南亞電影節的論壇

上，張國興評估，每年有三十到五十部國語電影的生產，但隨着大陸市場的

關閉，海外華人市場和香港市場十分狹小，兩個市場加起來每年票房只得約

300萬到400萬港元。香港作為其中一個主要市場，國語電影受上映限制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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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學術論文 響，只能在小型院線上映，它們愈來愈無法在主流戲院首映。一些頂級的明

星向製片商索取極之高昂的報酬；一般來說，電影從業者缺乏紀律和職業道

德去建立和維持電影業。張國興認為，香港電影業在過去幾年經歷了短暫復

蘇，但現在再次陷入危機之中fk。

張國興提到在電影製作上所面臨的困境，充分反映在《楊娥》的票房和攝

製技術層面上。根據新聞報導，《楊娥》在香港公映前曾登錄台灣，在台灣「雙

十節」期間的放映獲得空前成功，打破了映期最長的紀錄fl。但它在香港是否

同樣受到歡迎卻令人質疑：香港報章上的電影廣告顯示，《楊娥》在1955年2月

17日開始公映至23日停映，放映的戲院局限於通常放映西片的銅鑼灣「紐約」

和旺角「大世界」戲院fm；同年9月8日在尖沙咀「景星」戲院有過一天的四輪放

映fn。由此可見，《楊娥》在香港並沒有取得突破性的賣座票房。反觀同期在

香港推出的上海電影製片廠（上影）製作的大陸古裝戲曲電影就有不錯的成績。

例如，彩色越劇戲曲《梁山伯與祝英台》（1954）在香港創下了映期173天、映出

686場、觀眾人數超過52萬和票房超過67萬港元的紀錄fo；黃梅調電影《天仙

配》（1955）也達到映期超過一個月、映出百多場和觀眾超過12萬人的成績fp； 

上影在1957年推出彩色粵劇電影《搜書院》（由返回大陸發展的粵劇名伶馬師曾

和紅線女主演）曾在全港三分之一的戲院裏上映，映期超過兩個星期，觀眾人

數高達60萬，是香港當年上半年六部最賣座的好萊塢電影觀眾的總和fq。

《楊娥》票房成績比這些電影遜色的原因有待深入探究，但相信也和放映

院線較少有關。資金有限的亞洲影業無法擁有像邵氏兄弟和國際電影懋業公

司（電懋）般的垂直整合工業機制，因此電影的發行和放映並沒有受到保障。

反觀以上三部大陸古裝電影是由南來左翼電影人所設立的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南方影業）發行，南方影業非常積極開拓大陸電影在香港的發行和市場，更

收購戲院來成立自己的院線fr。它大力推廣大陸戲曲電影，成功的宣傳策略

（如電影海報設計）和左翼報章（如《大公報》）的推波助瀾，以及其他電影相關

活動和商品，最終為這些電影打造了票房奇迹fs。

同時，在香港電影工業水平比較落後的情況下，《楊娥》也面對拍攝與 

後期製作技術上的難題。張國興在為數不多的早期亞洲影業作品中挑選，把

《楊娥》送到美國派拉蒙影業公司（Paramount Studio，以下簡稱「派拉蒙」），邀

請那裏的導演和評論家作出評價。張國興和他的亞洲影業同事把好萊塢視為電

影藝術的頂峰，希望好萊塢電影的專業人士能夠給予他們建設性的建議，以改

善亞洲影業以後的作品。《楊娥》的放映由1951年加入自由亞洲委員會舊金山 

總部的記者袁倫仁（Lun-Zun Yuan）和曾任職於美國新聞處（USIS）的電影導演

泰納（Charles M. Tanner，後來成為好萊塢的聯絡和電影節目總監）安排，於

1955年3月1日晚上8點在派拉蒙的電影院上映。受邀的觀眾包括著名導演鮑

才奇（Frank Borzage）和他的妻子，以及燈光、錄音、剪接、劇本等領域的派

拉蒙高級技術人員。在放映期間，袁倫仁提供了即時敍述，並為觀眾翻譯了一

些對白。對於大多數好萊塢專業人士來說，「這是他們看過的第一部中國電

影」，他們「為其質量感到驚訝」ft。鮑才奇大致上給予不錯的評價，提及這部

電影運用了「很好的色彩配置」，但同時也對電影技術層面作出批評gk：

c193-202008024.indd   152c193-202008024.indd   152 10/10/2022   下午2:2510/10/2022   下午2:25



	張國興與亞洲	 153	

	影業有限公司

在評估他們的缺點時，我認為他們的主要困難包括：（1）圖像處理的沖片

室；（2）剪接；及（3）人物衝突上的鋪排。正如專業的電影剪接師在放映

時指出，剪接的過程非常糟糕。電影中滿是污點和指紋，我們當然是不

能容忍這一點的。剪接十分生澀。⋯⋯他們需要更多的疊畫（dissolves）、

淡出（fades）和劃接（wipes）效果來使場景和序列之間的剪接和過渡顯得

更自然。

根據鮑才奇的觀點，電影的技術性視聽層面，包括燈光效果、音樂和製作時

的一般處理，很大程度上使《楊娥》這部有潛力的電影最終無法成為一部傑出

的作品gl。其他的好萊塢評論家則擔心《楊娥》的敍述方式不符合好萊塢的風

格，如派拉蒙的迪恩（Albert Deane）指出，這部電影缺乏「美國電影中能容易

找到的懸念和高潮」，「電影中唯一的具體懸念和高潮是楊娥舞動火球的場

景，但這其實是沒有懸念的，因為吳三桂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到威脅。電影

中有許多其他地方都可以製造懸念，但其剪接的作用不過止於將影片剪成許

多情節，那就沒有辦法製造出劇情的張力」gm。

這些來自好萊塢電影人的看法可以揭示他們在評價中國電影（特別是武俠

電影）時的不同標準和品味。這也是張國興的策略安排，他讓好萊塢電影人 

觀看並批評亞洲影業的作品，用意是希望美國對其華語電影企業給予更多支

持。在一封給泰納的信中，張國興就承認香港電影業「遠遠落後於現代和西方

的標準」gn：

我們需要技術知識和設備。例如，對於很多關於我們糟糕的沖片室工作

的批評，我很慚愧但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後期製作都是人工完成的。這裏

只有兩個機器運作的沖片室。其中一個是屬於左翼電影公司的，因此沒

有開放給我們使用。另一個是極之低效率的，甚至比人手處理更糟糕，

因為工作人員已經幾個月沒有領到薪金。正如你所提到的，我們沒有製

作疊畫效果的設備，這些設備需要化學品來製成。我們沒有很好的剪接

設備⋯⋯我們沒有像樣的台車（dolly）或攝影升降機（camera crane）。如

你所批評那樣，我們沒有便攜式的磁帶錄音機，無法在現場進行錄音，

因此必須在後期配音。我們沒有很好的特技人，我們沒有好的導演，還

有一樣我們沒有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願意學習和做好這份工作

的心。我們行業中大多數人都在懶散地工作，當我進入電影圈時，我發

現我的工作是要去訓練這些人。

為了讓中國電影業達到現代電影製作的標準，張國興在同一封信中建議派一

些亞洲影業的人員到日本進行短期考察，而他同時也在考慮讓好萊塢和亞洲

影業的技術人員互訪交流。張國興的請求揭示了香港（亞洲影業）、亞洲（日本

電影業）和美國（好萊塢）之間在電影生產和上映方面的跨國聯繫go。

事實上，斯圖爾特曾擔心張國興作為總監管理亞洲影業的能力。早在

1954年，他派遣了米勒（John Miller）來評估張國興對亞洲影業的管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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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學術論文 兩周的訪問，米勒認為亞洲基金會應該繼續資助和支持張國興的企業，以避

免將整個海外華人電影業拱手相讓給中共的左翼電影gp。米勒進一步提出如

何把亞洲影業作品國際化的建議，他認為如果為《楊娥》「增加一個愛情的角

度」，美國一些專門上映藝術電影的戲院也許會對它有興趣，而且有可能會被

改編為電視劇並加上英語旁白gq。不過，好萊塢其後拒絕《楊娥》在美國的發

行。米勒敦促張國興為其電影考慮國際市場，同時可以「與備受好評而且富創

造力的日本電影製片商聯合出品」；他認為這對中國電影邁向國際標準的進程

非常重要gr。

可是，泰納沒有看到亞洲影業國際化的緊迫性。泰納認為，張國興應更

用心讓他的電影企業在本地市場上打好基礎，「以培養出一班願意一直為亞洲

影業工作和合作的員工」gs。然而，如果張國興非常在意提升中國非共產主義

電影業的標準，他就必須學習和遵循好萊塢的模式，而非尋求與那些墨守香

港電影原來攝製模式的本地電影團隊合作。

東南亞電影節（1957年更名為「亞洲電影節」，1983年改為「亞太電影節」）

是由亞洲太平洋電影製片人聯盟（Federation of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Asia-

Pacific, FPA）舉辦的年度活動，於1953年正式開始籌備。在電影製作和發行的 

跨國網絡中，亞洲影業於1954年向在東京舉辦的第一屆東南亞電影節提交了

《傳統》作為參展作品，但由於該電影對日軍將領的負面描述而被拒絕放映。

1955年，第二屆東南亞電影節在新加坡舉辦，亞洲影業的參展作品為《楊娥》。 

李尚埈認為亞洲電影節是「『自由亞洲』的電影高管之間的區域性聯盟峰會」，

驅使電影節發展的動因是冷戰政治gt。在進入跨亞洲網絡及反共地緣政治陣

營的同時，張國興及其亞洲影業希望與其他亞洲電影公司的總裁建立跨地區

的合作夥伴關係，在各地推廣他們的電影，並希望通過向其他國家學習來尋

求技術上的進步。然而，《傳統》和《楊娥》既沒有在電影節上備受好評或獲得

任何獎項，也無法在本地票房上獲得成功hk。

五　餘論：冷戰時期華語電影場域的文化傳承

在製作《楊娥》的過程中，張國興獲得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並一直與該組

織進行協商，期望參與亞洲地區的國際電影節，甚至在美國發行該電影，但

都未竟全功。張國興企圖在電影的藝術社會價值、政治宣傳與商業主義之間

取得平衡，似乎並不太成功。亞洲影業的發展固然有着美國在經濟上的支持。 

袁倫仁認為，亞洲影業在技術層面上獲得的「美國援助」沒有保密的必要：「如

果人們知道這些電影裏的『好萊塢觸感』（Hollywood touch），這將大大提高亞

洲影業的聲望。」不過，他還是警告張國興要小心，不要太過張揚亞洲影業所

得到的美國援助，因為這會讓亞洲影業容易遭到左翼對手攻擊，給其冠上「美

國工具」甚至「美國走狗」的惡名hl。

誠然，即使亞洲影業接受了美國援助，它也不是美國政治宣傳的直接工

具。羅卡和法蘭賓認為，其電影並沒有表達很多「反共主義的情緒，或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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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及個人意識」，它們更多呈現的主題是「民族主義、自我尊嚴，以及重新

肯定傳統倫理和香港社會與文化中的異化」hm。羅卡又指出，像《半下流社會》

這部關於一群難民知識份子流亡到香港的電影，它對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

社會有所批判，表現了知識份子的集體意志，以及他們如何為了生存而團

結起來；這樣的故事與長城出品的左翼電影所表現的主題差別並不大hn。容

世誠也闡述，亞洲影業和亞洲出版社所組成的媒體集團之貢獻，在於為後來

的邵氏兄弟和電懋的媒體帝國提供了一個企業模型。像《金縷衣》和《三姊妹》

這樣的電影，體現了都市情景劇和音樂劇在國語電影史上的成就，恰好反映

香港的城市經濟發展，恰到好處地和當時在地華人社會的中產階級意識接

軌 ho。簡言之，亞洲影業的製片生產以及觀眾對它們的消費，反映了當時香

港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發展。蘇濤亦認為，邵氏兄弟和電懋得益並傳承亞洲

影業的遺產，包括其相對完善的製片制度和電影工作者的專業化；它們大量

聘請亞洲影業的演藝人員，易文、唐煌、王天林、陳厚、葛蘭等人均成為日

後電懋的骨幹，而導演胡金銓當年正是在亞洲影業擔演童星，出演作品包括

《擦鞋童》hp。

雖然張國興在電影製作上投入了十二萬分的熱情，同時也無法否認他製

作了數部高質素的電影，但亞洲影業在商業上並不成功。他的電影公司營運

能力不濟，左翼電影公司卻是資金比較充裕，經營比較完善。他（和美國資

方）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缺乏對建立一個長期經營的電影企業的堅持。亞洲影

業彷彿是一間臨時的「一片電影公司」。此外，大陸電影市場的封鎖、資金和

人力資源匱乏、片廠設備落後，再加上所製作的電影缺乏商業營利能力，並

不賣座（必須和左翼華語電影和商業粵語電影競爭），都加速了亞洲影業的衰

亡。雖然張國興認知到電影對離散華人的影響力，也善於利用香港在大陸以

外的地緣政治優勢，以及當地在非政治電影製作上的優勢與便利，但因未能

取得美方的全力支持，他的電影事業無法在商業電影場域佔一席位。

亞洲影業即便經營上遇到挫折，運作的歷史極其短暫，卻也為華語電影

的發展留下了無法泯滅的功績。雖然《楊娥》不能在美國發行，它卻開拓了華

語電影中的「女俠」類型敍事。在冷戰華語電影場域中，邵氏兄弟也跟上這股

潮流趨勢，製作此類型電影。張建德認為1960年代由導演胡金銓和女星鄭佩

佩、徐楓、上官靈鳳等人所構建起來的女俠電影類型，是華語電影發展的重

要歷史里程碑hq。葉曼豐更把女俠在武俠電影的出現，看成是香港女性地位

改變的顯影：在英國的管治下，香港社會急速現代化和西化，愈來愈多的女

性也跟男性看齊，進入勞動領域；胡金銓在香港和台灣取得成功，也說明了

武俠敍事成功捕抓了亞洲國家間的冷戰情景和氛圍hr。正如威克斯（James 

Wicks）的研究指出，胡金銓執導的《大醉俠》（1966）和《龍門客棧》（1967），

都有俠義主人公在茶樓被暴政派來的爪牙十面埋伏的情節；在這兩部電影

中，女俠都被賦予保護弱小、除暴安良的責任。它們呈現了一種對香港和台

灣與「自由世界」接軌的想像，把這兩個地區和共產中國區分開來hs。

本文對《楊娥》進行發掘及重新評價，認為它是一部別開生面的電影，是

新派的歷史武俠故事配合女俠復仇的橋段，但電影又無可避免地被框限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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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學術論文 戰的分離主義和意識形態之中。鑒古知今，當我們今天重新檢視亞洲影業的

作品時，亦應當超脫當日冷戰政治的思維框框，思考其在華語電影的發展中

所起的承先啟後的文化傳承作用。最近克萊因（Christina Klein）提出「冷戰世

界主義」（Cold War Cosmopolitanism），研究1950年代在亞洲冷戰下的文化網

絡如何孕育新的商業主義、自由思想，以創造韓國電影的時代風格；這種將

文化冷戰重新放在世界主義的脈絡中去審視的研究方法，可資借鑒ht。

1950至60年代，美國勢力曾經積極介入香港的流行文學及文化領域，嘗

試通過在亞洲建立電影的區域聯盟和電影節，暗暗從事反共電影製作和宣

傳。本文雖然掌握了亞洲影業的檔案材料，但強調需要超越西方的政治宣傳

觀點，並審視冷戰時期香港華語電影的發展，從社會和文化脈絡中探討電影

史上亞洲影業的生存狀態及其文化傳承與貢獻。在文化層面上，亞洲影業在

與左翼電影陣營的競爭中，體現的並非是非左即右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是電

影公司因應一系列的資金因素和市場壓力，以實現華語電影工業現代化為目

標。亞洲影業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所追求的願景，以及對中國的歷史及文

化身份的反思，值得更深入的探索。這都表明華語電影靈活發展，其實超越

意識形態的桎梏，因而能夠造就香港成為戰後華語電影的橋頭堡，而亞洲 

影業為後來的邵氏兄弟和電懋鋪橋搭路，製作出具備國際視野和中國情懷 

的電影。左翼和右翼陣營在激烈的競爭之下，通過電影生產瞄準海外華人 

市場，推廣商業電影而非單一的政治宣傳，並積極培養電影製作人、編劇、

作家和演員，為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地區孕育出豐盛的文化產業。由此觀

之，張國興的亞洲文化企業致力推動電影製作和大眾文化消費，雖然因為經

濟及企業運作等種種原因以致後來功敗垂成，但亞洲影業的功績在於其催生

了戰後香港華語電影的發展和創造力，以及電影工業的現代化。張國興與 

亞洲影業的故事，其意義遠遠超越了傳統冷戰論述中強調純粹的大國操縱的

政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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