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撰文：蘇艷梨（訪問）、劉瀞宜 ‧ 攝影：曾衛惠 ‧ 協力：許永隆
 ‧ 服裝提供：Burberry Prorsum、Emporio Armani ‧ 設計：廖智森 ‧

訪問時間為晚上十時多，這是華仔劉德華當天最後的一個訪問，但是他完全沒半分倦意。換好衣服，
他俏皮地用口擔住牙籤跳出來，與在場工作人員研究正在播放的《公主嫁到》 。

正當華仔聚精會神影相之時，記者從另一扇門捧出生日蛋糕，給他一個小驚喜，這是他今年收到的第
一個生日蛋糕。臨時開了個小型生日派對，吃着蛋糕的華仔輕輕吐出：「四十九歲了。」

去年的種種經歷，華仔雖被抨擊，卻沒有被打沉，憑着鐵人的毅力和信念，繼續工作，以實力將流言
蜚語一一擊破。更找緊時機挑戰自我，向導演徐克自薦演出特務角色，因而誕生出《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的劇本，更將此戲帶到「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電影中，人為了得到更高的成就，將自己神化，而事實卻走上成魔之道，透過華仔所飾演的狄仁傑，
帶觀眾進入魔域，如何以智謀拆解被神化了的魔人糖衣。

戲外，九月二十七日生日的華仔，以平和的心情迎接四十九歲，少了執着，輕鬆面對歲月人生，繼續
樂於營役的生活，當晚十一時多才完成訪問離開，翌日就要出發到威尼斯，仍精神奕奕地說：「我從來都
唔覺得辛苦。」

劉鐵人，祝你生日快樂，請好好享受全年無休的你，今年的生日大假。

劉 德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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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的狄仁傑
華仔與徐克是老朋友，卻一直未有合作機會，華仔恨跟徐克合作，更極力游說對方。「拍過《深

海尋人》同《女人不壞》，你應該要拍部商業電影喇！」同時自薦題材，演繹如特務007的角色。「我
這個年紀，是時候拍『007』啦，再老些體力不足，但後生又未有成熟男人味道。但我同時亦向徐克提
出，『如果你拍古裝，就唔使預我啦！』（點解呢？）辛苦呀，我之前拍了幾套古裝，唔係唔想拍，
只想唞一唞，加上我給他的拍攝期是全年最熱的時候，真的要同其他演員say sorry。最後也決定開
拍，我們花了九至十個月時間傾劇本。」

狄仁傑是隋唐武周時的著名宰相，然而電影中所選取的是由荷蘭外交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於一九五七年所創作的推理小說集《大唐狄公案》。「這是一個虛構故事、真實人物，一共有
十四個chapters。」華仔講解補充：「於內地要搵狄仁傑的相關資料多到不得了，單是劇集已有超過
一百集畀你睇。由於故事由外國人撰寫，內容唔會好似《聊齋》、包公有鬼怪靈異，反而更實在、更
具科學物理性的故事。因此在電影中老爺（徐克）可以以邏輯推理，那些神神奇奇的畫面，原來只是
掩眼法、分身術等不同戲法。」 

獨特武打場面
經過徐克的創作，狄仁傑一改以往敦厚的外

形，搖身一變成為外型俊朗、集頭腦與身手於一
身的「007」華仔，更找來洪金寶大哥當動作導
演，貼身設計動作場面。「創作過程中很欣賞三
毛大哥，他的腦袋可以載到不同的招數和畫面，
設計動作建基於人物性格，就如tricky的人會打出
陰險的動作，同時他設計了好幾場戲令到我相當
震撼。第一是於鬼市中所有人在水上面打，但並
非飛檐走壁，而是物理可以計算出來的方法，利
用一條鞭像泰山般穿梭，踏住浮在水上的木來
跳。另一場就似是科幻打鬥，整個布景會郁，其
實是狄仁傑中了迷香。（用狄仁傑第一身的角
度，觀眾才會看到？）係喇！同一動作，郁同唔
郁拍兩次，當我在打筋斗避石頭時，觀眾根本睇
唔到有石，這個設計亦是非常特別新鮮。」

夥拍大哥的嚴謹武指，同一打鬥場面要拍幾
次，華仔樂於享受。「我唔會覺得辛苦，因為我
與所有演員都得到好好的照料。其實辛苦是所有
工作人員，有次在鬼市內的水簾洞拍攝，我們坐
在橡皮艇上等轉setting時，突然有支燈跌下來，當
時有接近六十人正在水中工作，轟一聲，你走唔
走呀？突然見到五十人三爬兩撥爬上岸，會漏電
呢，所以辛苦這兩個字應該交畀他們。洞中的水
唔算深，剛浸到大髀，搬着八呎高的燈（華仔邊
說邊做動作），又驚跌落水，每轉一個位，最少
花一個半小時，我就躺在橡皮艇上，點會辛
苦？」 

電影中三位對手，想不到華仔與認識年分最淺的李冰冰跟他最為熟
絡。「雖然我與劉嘉玲、梁家輝是好多年的朋友，但見面時間十分
少，反而李冰冰我最熟，哈哈哈哈，因為自2000年以後，每次返中
國拍戲，我都會逗留一段長時間，同內地演員相處的時間反而更
長。」

鬼市於水簾洞中實景拍攝，工作人員全都浸在水中工作，每次轉換
場景都特別花時間，而且危險，試過一次燈掉到水中即時漏電，大
家需立即逃離水中。

徐克要求洪金寶所設計的武打場面，要據物理學可算出來，有別於
一般天馬行空的天外飛仙。

與梁家輝及徐克都是新鮮的合作。「我同梁家輝於訓練班時已認
識，一早知道他識得演戲，加上這十幾二十年，大家睇到他的演技
很廣闊，任何角色都入木三分，所以今次合作只需要兩、三天已經
可以進入狀態。」

戲中狄仁傑雖然不認同武則天以女性身分稱帝，卻認同她有掌政的
才能，戲外與劉家玲雖然甚少合作，卻是一拍即合。「近這十年，
我們見唔夠十次，但唔知呢，可能大家都姓劉，總是覺得她如親
人，我會不自覺地坐在她旁邊傾偈，傾到第三、第四句，就會分享
內心感受。」

徐克顛覆歷史畫像中的敦厚造型，找來華仔演狄仁傑。「他想找用
時代感演繹狄仁傑，於是由造型設計上着手，同時將狄仁傑年輕
化，會幽默些，但好笑唔好笑就唔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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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天假
接過蛋糕、吹了蠟燭，華仔繼續馬不停

蹄地工作，去完威尼斯後，先往內地為《狄仁
傑》宣傳，再返香港出席首影及接受訪問，但
不忘與fans見面。「每年生日我都會抽一天時
間和fans開生日會，今年於九月二十五日舉
行，與過往一樣，我們會影相，然後欣賞他們
的天才表演，到九月二十七日生日正日，我會
放假一天，與家人一起度過。」

休息一天，華仔又要為已派台的新歌、
重唱許冠傑的〈人辦〉作宣傳。早前拍攝抵死
搞笑的MV，找來四位好友客串演出。「拍攝
這個MV令我相當感動，我只是打了四個電
話，大家就即時答應演出，分文不收。這些年
來在演藝圈，原來賺到不少友情，還有『友
誼』兩個字。今次選擇重唱許冠傑七十年代的
流行作〈人辦〉，全因歌詞發人心省，是我一
輩子也不會忘掉的一首歌，別有一番意思，值
得宣揚當中的訊息。近日亦開始為年尾的演唱
會開會傾細節詳情與rundown，好多人都追我
要拿演唱會飛，但已經全部售罄喇，至於會否
加場，暫時我都答唔到大家，要睇紅館同公司
安排。」

華仔與徐克及一眾演員，親身飛到威尼斯出席影展，得到很
多迴響。

雖然〈人辦〉是重唱歌，但華仔對MV拍攝一點都不馬虎，化
身成為默劇經典大師差利的警長，輪審四位好友鄭秀文、鄭
伊健、杜汶澤和MC Jin。當中鄭秀文更犧牲色相，扮成鬚根
監犯男，極之麻甩，於MV中與華仔大鬥腿功，非常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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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劉德華加入演藝圈三十周年，作為一個香
港藝人，華仔的影響力卻能深入世界各地的華人社
區，絕對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認識他。而華仔這
三十年的成功，當然無可能是憑運氣得來，而是一步
一步，先從藝員訓練班的小角色開始，憑個人努力獲
得認同，才有機會擔演主角，再從電視圈擴展到影壇
和歌壇，成為一個全能巨星。

源自電視

電影稱帝 

從藝員訓練班畢業不久，華仔就憑電視劇《獵鷹》中的正氣警察江大偉角色一炮而紅，之後
華仔為TVB演出了包括《蘇乞兒》、《鹿鼎記》、《楊家將》、《神鵰俠侶》等二十多套劇，其
中他和陳玉蓮更是至今公認是最神似的一對楊過和小龍女。八三年華仔與黃日華、苗僑偉、梁朝
偉、湯鎮業組成「五虎將」，這五位獨當一面的小生，至今仍是電視圈的一個時代傳奇。

華仔在訓練班畢業不久，便電視和電影兩邊走。本來
由周潤發主演的電影《投奔怒海》，由他來頂替，令其在
影圈嶄露頭角。八八年華仔就憑《旺角卡門》贏得他第一
個電影獎項「台灣表演藝術金龍獎」的「最佳演員獎」。
之後華仔在《天若有情》、《烈火戰車》等電影中的情深
電單車手形象，更是一個經典。但一直以來華仔都被視為
「偶像派」，直至《暗戰》為他贏得第一個影帝獎項後，
華仔就再憑《阿虎》、《大隻佬》、《無間道》、《無間
道III終極無間》、《童夢奇緣》、《門徒》等等電影，分
別在香港和外地影展中獲得多個獎項。

力求出位
在八一年第十期訓練班時，華仔也演過很多「路人」角色，當時他和其他同學都會
努力找機會，希望能惹起別人注意到自己的演技。

忠奸皆宜
《獵鷹》中的警員江大偉是華仔的成名作，之後他一直給人正氣形象，甚至有人說
找他演歹角欠缺說服力，但後來華仔就以實力證明自己可演出任何角色。

影帝交手
梁朝偉和華仔當年在《鹿鼎記》中，分別飾演韋小寶和康熙皇
帝，影帝演技過招，誰也搶不了誰的鏡。

發哥提攜
周潤發一直是華仔的偶像，二人合演《蘇乞
兒》成為朋友，後來發哥辭演電影《投奔怒
海》後，更鼓勵華仔替他演出同一個角色。

眾星雲集
八五年的台慶劇《楊家將》演員卡士絕
對是空前絕後的大陣仗，不但有華仔演
出的「楊六郎」延昭，劇中還有苗僑
偉、黃日華、湯鎮業、梁朝偉和演八仙
的周潤發、鄭裕玲等等。

公認經典
《神鵰俠侶》多年來被多番改
編拍攝成電視劇和電影，但華
仔和陳玉蓮至今仍是「神鵰」
迷心中的經典楊過和小龍女。

一炮而紅
當年梁詠琪憑一個廣告被導演賞識，和華仔拍攝電影
《烈火戰車》，隨即就走紅。

終被肯定
華仔被提名台灣金馬獎影帝多
屆，都未有得獎，但他堅持要出
席支持電影業，最後在○三年憑
《無間道III終極無間》奪得金馬
影帝。

經典場面
《天若有情》中由華仔飾演的
「華Dee」，載着吳倩蓮的這個
場面，至今仍是很多影迷心中的
深情經典場面。

華仔所演的楊過，在
九九年的台慶奪得無
綫千禧「我最難忘的
男主角」獎。

正直組長
華仔在電影《黑金》中飾演嫉惡如仇的調查局機動組組長方國輝，電影推出後，令本來就
很着名的台灣士林夜市，再多了一班追星族來看片中攤檔。

破格演出
被指演歹角有欠說服力的
華仔，在《門徒》中飾演
一個販毒奸角，憑此奪得
○八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男配角。

首次稱帝
《暗戰》為華仔奪得首個影帝獎項，令很多人重新注意到他在
外表以外，其實演技也相當有實力。

電影伯樂
《無間道》的劇本落在華仔手中多年後才找到投資者，結果電影拍完
不但叫座又叫好，更吸引荷里活買下劇本版權拍成《無間道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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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壇天王
除了演戲以外，華仔在八五年進軍樂壇，推出唱片《只知

道此刻愛你》。九一年的《愛不完》大碟，在東南亞大賣150
萬張，其〈一起走 過的日子〉、〈忘情水〉、〈冰雨〉、〈笨
小孩〉、〈中國人〉等多首歌曲，都是卡拉ok熱門歌曲。至於
在樂壇所得的獎項，更是佔華仔所有獎項中數目最多的，光是
《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華仔分別奪得六屆「最受歡迎男歌
星」獎，和十屆「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星」，與廿一首「十大
勁歌金曲」，這些紀錄至今仍未有人能打破。

創造記錄
八九年華仔首度出席「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後，就不停在這頒獎禮上奪獎，獎項
數目之多更創出紀錄來。

歌影齊飛
因為喜歡演戲所以加入藝
員訓練班的華仔，不斷發
展自己的內在潛能，最後
在影壇和樂壇走紅。

好事成雙
華仔是首個在同一屆《十大勁歌金曲》
（2004年）中，奪得「最受歡迎男歌
星」和「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的歌手。

在以下的列表中，簡單列出華仔出道這三十年中部分比較
有代表性的工作、獎項，讓我們一同重溫他的天王歲月。

1981 年 無線電視第十期藝員訓練班
 劇集《花艇小英雄》

1982 年 香港電台單元劇《江湖再見》
 劇集《獵鷹》、電影《彩雲曲》、電影《投奔怒海》

1983 年 劇集《神鵰俠侶》，與黃日華、苗僑偉、梁朝偉、湯鎮業組成「五虎將」

1984 年 劇集《鹿鼎記》

1985 年 推出首張唱片《只知道此刻愛你》

1988 年 憑電影《旺角卡門》奪得「台灣表演藝術金龍獎」的「最佳演員獎」

1990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
 《十大勁歌金曲》：〈愛不完〉、〈再吻我吧〉、〈一起走過的日子〉
 
1991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
 推出唱片「愛不完」
 與張學友、黎明、郭富城同被封為「四大天王」

1992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
 《十大勁歌金曲》：〈真我的風采〉

1993 年 首次紅館演唱會，這時華仔經已得超過 100 個音樂獎項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國內最受歡迎香港男

歌星」、《十大勁歌金曲》：〈情人Happy Birthday〉、〈謝謝你的愛〉

1994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
 《十大勁歌金曲》：〈誰人知〉;「國語金曲金獎」：〈忘情水〉
 
1995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十大勁歌金曲》：〈情未鳥〉、最受歡迎國語金曲金獎：〈真永遠〉

1996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十大勁歌金曲》：〈一個人睡〉

1997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國語歌曲金獎：〈中國人〉

1999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
 憑《神鵰俠侶》獲 TVB台慶千禧「我最難忘的男主角」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1995 年 電影《烈火戰車》

1999 年 電影《暗戰》，獲第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最佳男主角」獎

2000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世界傑出青年

2001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2002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2003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電影《大隻佬》，獲第二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2000 - Most Canto-pop Awards

2004 年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星、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無間道》獲「第四十一屆金馬電影獎」最佳男主角

2005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電影《童夢奇緣》，獲「第十一屆韓國釜山電影節」最受歡迎男主角

2006 年 《十大勁歌金曲》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男歌星
 演藝學院《榮譽院士》

2007 年 第一屆《亞洲電影大獎》「亞洲電影票房巨星」

2008 年 電影《門徒》，獲第二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男配角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2009 年 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 2008 - 十大銷量廣東唱片
 十大銷量國語唱片、十大銷量本地歌手、全年最高銷量本地男歌手 

2010 年 獲頒第十二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獲頒授加拿大紐賓士域藍仕橋大學（Lansbridge University）
 榮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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