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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相连 荣耀未来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暨“天坛奖”揭晓

经典传承 光彩夺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以“家·国”为主题，继续秉持“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的办节宗旨，推进中外影人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在八

天时间里，举办了 300 余项活动。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体活动之一，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评奖备受国际影人关注。今年的“天坛奖”评

奖共收到来自 85 个国家和地区的 775 部影片报名参选，

类型丰富，风格多元。经过层层筛选，2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 部影片入围“天坛奖”，由国际著名电影人组成的

评委会对入围影片进行了评选，最终由丹麦影片《幸运儿

彼尔》获得“天坛奖”·最佳影片奖；拉斯洛·奈迈施凭

借《日暮》获得“天坛奖”·最佳导演奖；“天坛奖”·最

佳男主角奖、“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分别由《侍者》

的阿里斯·瑟夫塔利斯、《德黑兰 : 爱之城》的弗鲁格·凯

哲贝格里获得；“天坛奖”·最佳编剧奖则花落中国影片

《第十一回》……十个奖项尘埃落定。

红毯聚首 共享荣耀
闭幕红毯仪式上，国内外影人聚集。在本届“天坛奖”

国际评委会主席、美国著名导演罗伯·明可夫的带领下，

七位评委踏上红毯。在过去的几天里，评委们以专业的

4 月 20 日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北京市电影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举行闭
幕式暨颁奖典礼。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孟祥林，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主席杜飞进等领导
出席闭幕式，与中外影人共同见证“天坛奖”各项奖项揭晓。

角度认真观看入围影片，有序而紧张地开展“天坛奖”

评选工作，力求发现每部优秀电影的艺术价值。

《流浪地球》《音乐家》《侍者》《开心点，糟老头》

等 15 部入围影片主创纷纷走上红毯。颁奖之夜，他们是

当之无愧的主角，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带来了丰富多

元的电影艺术精品，“天坛奖”赋予他们荣誉的同时，

也寄托了电影人传承经典的心声。

星光熠熠的红毯，不仅有评委和入围影片主创在此分

享荣耀，也有同在电影道路上耕耘的电影人，一同庆祝

属于电影人的荣耀时刻。青年演员窦骁、郑恺、关晓彤

亮相红毯，担任颁奖典礼表演嘉宾。作为开奖嘉宾出现

的张家辉、咏梅、惠英红、李易峰、佟丽娅等著名电影人，

在红毯上引起影迷阵阵欢呼。印度著名演员沙鲁克·汗

现身红毯，并在颁奖典礼上为大家推荐闭幕影片《从零

开始》。

电影的星光，不仅属于台前，也属于台下默默付出的

幕后工作人员。电影节能够有序成功地举办，志愿者们的

努力功不可没。因此，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门邀请了志愿者

代表登上闭幕红毯，感谢他们一直以来为电影节工作所做

的努力。舞台的光彩同样属于所有幕后辛勤工作的人员。

闪耀之夜 相约明年

电影被称为造梦的艺术，“天坛奖”共设置了十项大

奖，表彰为造梦而努力的电影创作者们。闭幕式暨颁奖

典礼上，十项大奖分四轮颁出。每轮颁奖之间，通过精

心编排的以电影为元素的节目把观众带入光影世界，感

受光影魅力；同时，围绕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家·国”

主题，在舞台设计及节目编排上，突出中国元素，将家

国情怀融入到光影艺术中。

青年电影演员李易峰以一个融舞台戏剧和歌舞表演的

节目《这就是电影》精彩开场，洋溢青春感、使命感与

梦幻感，抒发电影人的逐梦心途；电影演员黄晓明与青

年歌唱演员、“一带一路”形象大使伊丽媛，联合演绎

了一曲具有中华文化风范和爱国情怀的歌曲《龙文》，

现场的光影让观众沉浸在中国琴棋书画及舞蹈的艺术世

界。窦骁、郑恺、关晓彤表演的电影组曲节目《爱电影》，

通过经典电影主题曲，让观众重回电影营造的梦境。

颁奖环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大奖项——“天坛奖”

最佳影片奖，由在国际享有盛誉的中国导演张艺谋担任开

奖嘉宾。过去三十年，张艺谋的电影将中国故事传播到全

世界。他深刻感受到“还有更多中国故事需要被讲述，更

多世界故事希望在这里被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在新时

代，努力打造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

最终，“天坛奖”最佳影片奖杯由颁奖嘉宾、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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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罗伯·明可夫交到获奖影片《幸运儿彼尔》导演比利·奥

古斯特手中。邀请两位享誉国际的导演分别担任最佳影片

奖的开奖和颁奖嘉宾，寄托了“天坛奖”经典传承的期望。

这个充满荣耀的时刻，将会是获奖影人前行的新起点、新

动力。

随着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的结束，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圆满落幕。九年的时间，北京国际电影节为中外电影的

交流和发展，积极创造开放、多元的互动平台，成绩斐然，

获得了国内外电影人的认可和推崇。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共有 450 名国内外嘉宾参

加了开闭幕式红毯，其中国际嘉宾 100 余人，他们从全

球各地汇聚北京，共襄盛举；“北京展映”为影迷带来了

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共有近 500 部中外佳作参加了今年

的展映，吸引 23 万观影人次，同时举办了 63 场见面交

流活动，在影人和观众间架起一座桥梁，分享光影背后的

故事；“北京市场”注册展商 202 家，促成项目签约额

309.028 亿元人民币，未来，将有更多更好更丰富的电

影项目与观众见面；在观众与电影文化互动方面，电影嘉

年华活动将持续到 5 月 4 日，预计吸引 10 万人参加，体

验电影艺术和科技的魅力；电影节的有序举办，也引起了

媒体争相关注，共有 591 家境内外媒体注册，1669 名记

者参与了本届电影节的报道。

承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取得的骄人成绩，闭幕典

礼的最后，伴着歌手孙楠演唱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北

京国际电影节向全世界电影人发出邀约，在明年春天再次

相聚北京。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与全球电影人共襄盛

举、共谋发展、共赢未来。

立足北京，依托新时代，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助力中国

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同时，凭借不断提升的国际

影响力，积极推动全球电影产业与中国电影的互动发展，

朝着“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风格”的目标，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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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and Shadow for a Glorious Future:
The Closing Ceremony for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Tiantan Award”

Continue the Classical Vibrancy
This year is the 70th yea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me on “Home · 

Land”,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ontinues 

the goal of “sharing the resources and winning the future 

together” by bolstering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makers. 

More than 300 events were held in the eight days.

As one of the seven major activities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main competition module 

“Tiantan Award”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filmmakers. For this year’s "Tiantan Award", 

775 candidate films were received from 85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l of them being rich in subjects and diverse 

in style. After rounds of screening, 15 films from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shortlisted for the “Tiantan 

Award”. The jury comprising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20,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awarding ceremony for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guided by the China Film Administration, hosted by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a Media 
Group, and organized by Beijing Film Administration, Beijing Municipal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Beijing Media 
Network, Huairou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Production Base of China Film Gtoup 
Co., Ltd., is going to be held at the CFGC National Digital Production Base in Huairou, Beijing. Meng Xianglin,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Film Bureau, Du Feijin, CPC Beijing Municipa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Director of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Vice-Chairman of BJIFF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other leaders will attend the closing ceremony, to unravel the winners of the "Tiantan Award", together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makers.

filmmakers evaluated and selected the shortlisted films.

The Denmark film A Fortunate Man won the “Tiantan 

Award BEST FEATURE FILM”, Laszlo Nemes won the 

“Tiantan Award BEST DIRECTOR” by the film Sunset, 

2019 Tiantan Award BEST ACTOR and 2019 Tiantan 

Award BEST ACTRESS was won by Aris Servetalis in 

the film The Waiter and Forough Ghajabagli in the film 

of Tehran: City of Love . “2019 Tiantan Award BEST 

SCREENPLAY” was won by Chinese film The Eleventh 

Chapter. All of the 10 awards were collected.

Share the Glory of Red Carpet 
Get-together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domestic and foreign 

filmmakers assembled on the red carpet. Led by Rob Minkoff,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Jury of the "Tiantan Award" and 

the famous American director, seven judges set their foot 

on the red carpet. In the past few days, the judges carefully 

watched the shortlisted films with professional eyes, and 

carried out the “Tiantan Award” selection in an orderly and 

tense manner, in bids to discover the artistic value of each 

outstanding film.

The 15 finalists, such as The Wandering Earth , The 

Composer, The Waiter, Happier Times, Grump, have made 

their way to the red carpet. On the awarding evening, they 

are protagonists worthy of reputation, as they represent the 

rich and diverse film art treasures to this event. The “Tiantan 

Award” gives them honor and also showcases the inner voice 

of the filmmakers for continuing the classic art.

On the star-lit red carpet are not only the judges and the 

shortlisted film creators who share their glory here, but also 

the supportive film personnel who have worked a great deal 

in the industry and now celebrate the glorious moments of 

北影节20190421官方日报003.indd   6 2019/4/21   3:33:28



05 关注 FOCUS

the filmmakers. Young artists like Shawn Dou, Zheng Kai and 

Guan Xiaotong appeared on the red carpet and acted as guest 

performers at the awarding ceremony. Famous film artists 

such as Nick Cheung, Yong Mei, Kara Wai, Li Yifeng and Liya 

Tong, appeared as honorable guests on the red carpet, elicits 

fits of cheer from fans. The famous Indian actor Shahrukh 

Khan also appeared on the red carpet and recommended the 

closing film Zero.

The starlight of the films belongs not only to thos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but also to the behind-the-scenes 

staff who silently did supportive work. The successful, orderly 

convening of the festiva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fforts of 

the volunteers. Therefore, some volunteer representatives 

are specially invited to the closing ceremony red carpet, as 

a means of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efforts done in the film 

festival. The starlight of the stage also belongs to all the people 

who work hard behind the scenes.

The Shinning Evening 
in the Coming Year

Filming is called the art of dream making. The "Tiantan 

Award" has defined ten awards to recognize the film creators 

who work hard to make dream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he awarding ceremony, ten awards are awarded in four 

rounds. Between each two rounds, a well-organized film-

based program shows the audience into the world of light and 

shadow, to feel the charm of light and shadow. Around the 

theme of “Home · Land” of this festival, stage design and 

programming highlight the Chinese elements, incorporating the 

attachment to home and land into the art of light and shad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festival, young film actor 

Li Yifeng performances This is the f i lm ,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stage drama and song and dance show. In 

the performance, we can see full of youthful spirit, sense of 

mission to express the filmmaker’s desire to realize their film 

dreams. The actor Huang Xiaoming and the young singer and 

actress, also the "Belt and Road " ambassador Yi Liyuan, jointly 

sing Long Wen, a song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patriotism. 

The scenes of light and shadow let the audience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art realm of Chinese chess, zither,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dance. Shawn Dou, Zheng Kai and Guan 

Xiaotong present the film suite program called Love of Movies. 

The classic theme songs enable the audience return to the 

fantasies created by the films.

In the awarding session, the Beijing Film Festival's biggest 

award, "Tiantan Award" -BEST FEATURE FILM, was given 

in presence of the honorary guest who is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hinese director, Zhang Yimou.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Zhang’s films have spread the Chinese stories to 

the world. He deeply felt that "more Chinese stories still need 

to be told, and more world stories want to be seen here." In 

the new era,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trives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Last, the "Tiantan Award"-BEST FEATURE FILM trophy is 

handed over to the Director Billy August of the award-winning 

film A Fortunate Man by the awarding guest and chairman 

of the jury, Robert Mingkov. Two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directors are invited to announce and present the BEST 

FEATURE FILM awards seperately, in hopes of continuing the 

classical art of the "Tiantan Award". This moment of glory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and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award-

winning filmmakers.

As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he awarding ceremony 

come to an end,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finished with a complete success. In the past nine year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actively created an 

open and diverse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s, making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and gaining recognition and prize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filmmakers.

In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450 domestic 

and foreign guests attended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n the Red Carpet, more than 100 of them being 

international guests. They came to Beiji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is grand event. “Beijing Film Panorama” brought 

the best film of the world for fans. A total of nearly 500 Chinese 

and foreign blockbust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year's show, 

attracting 230,000 people to watch the movies. Meanwhile, 63 

meetings and exchanges were hel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filmmakers and the audience as well as to share the 

story behind the light and shadow. There are 202 exhibitors 

registered in the “Beijing Film Market”, which result in signed 

contracts worth RMB 30.092 billion.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better film programs with richer content to amuse the 

audien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film culture, the film carniv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4th May, 

and is supposed to attract 100,000 people, who experienced 

the spells of film art and technology. The orderly organization 

of the film festival also appealed to the media. A total of 591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companies signed up for the 

event, and 1,669 journalists came to report the film festival.

The striking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by hosting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 the song "I Love 

You China" is sung by the Chinese singer Sun Nan,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ends an invitation to filmmakers 

around the world to meet in Beijing next spring again. The 

10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filmmakers all over the world to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in the future together.

Based in Beij ing and supported by the new era 

opportunities,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ill help 

China in striding forward from a large movie economy to 

a movie power.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 will continue the efforts to actively propel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film, 

towards the goal of "international level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ij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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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奖”终揭晓
8 部影片 10 项大奖 实至名归

彼尔决定摆脱他严格的乡村宗教家庭，前往哥本哈根做一名工程师。他的事业和爱情都一帆风顺，幸福看

似近在眼前。然而，童年的经历、原生家庭的束缚、根深蒂固的宗教背景却一直困扰着彼尔，使他难以开展新

的生活。 

《幸运儿彼尔》
从田园到城市小说改编的历史风情画 

寻寻觅觅的时代 古典精美的画面

《日暮》
1913 年的欧洲正处在文

明的黄昏，摇摇欲坠。被寄予

厚望的伊瑞斯·莱特来到布达

佩斯，希望继承自己已故父母

的传奇帽子店，不料却被帽子

店的新主人赶走。为了寻找失

踪已久的哥哥卡曼·莱特，她

穿过层层迷雾，追寻踪迹，以

寻找真相。

“天坛奖”·最佳影片奖

“天坛奖”·最佳导演奖

“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奖
“天坛奖”·最佳音乐奖  

雷诺斯是一名专业侍者，

过着浑浑噩噩、看别人眼色行

事的生活，不料却被卷入了邻

居米兰的失踪事件中。“金发”

和蒂娜与米兰的关系匪浅，他

们带领雷诺斯展开了一段惊险

而刺激的旅程，打破了他平稳

的生活。爱情与死亡的抉择考

验着雷诺斯。随着三人关系的

发展，悬于一线的秘密逐渐浮

出水面。

《侍者》

神秘案件
打破生活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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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奖”·最佳影片奖

《幸运儿彼尔》（丹麦）

“天坛奖”·最佳导演奖

拉斯洛·奈迈施
《日暮》（匈牙利／法国）

“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奖

阿里斯·瑟夫塔利斯
《侍者》（希腊）

“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

弗鲁格·凯哲贝格里
《德黑兰 : 爱之城》（英国／伊朗／荷兰）

“天坛奖”·最佳男配角奖

约翰·亨肖
《战火球星》（德国／英国）

“天坛奖”·最佳女配角奖

 窦靖童
《第十一回》（中国）

“天坛奖”·最佳编剧奖

牛建荣、牛牛、陈建斌、雷志龙
《第十一回》（中国）

 “天坛奖”·最佳摄影奖

尼克·S·普利文
《恐惧》（印度）

“天坛奖”·最佳音乐奖

科蒂 K.
《侍者》（希腊）

“天坛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丁燕来、徐建、赵浩强、Samir Ansari、 Thomas 
Lautenbach、陈钟铉、卢克泰

《流浪地球》（中国）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获奖名单

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故事：退役的健

美冠军、超重的美容诊所秘书、消沉的丧

礼宗教歌手，三个人近中年、对生活感到

幻灭的都市男女，各自渴望着能在这个从

未真正接纳自己的城市中寻找到爱情。

“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 

《德黑兰：爱之城》
被生活的琐碎淹没

爱让人重新大口呼吸

《战火球星》
有关运动的激情
对于战争的反思

“天坛奖”·最佳男配角奖 

伯特·特劳特曼是一名二战中的德国纳粹

士兵，他作为战俘被带回英国。一位足球经理

发现他的运动天赋，让他加入了曼城球队。面

对曼城人民的强烈抗议，特劳特曼最终用出色

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第十一回》由人生改编的戏剧
比人生还令人玩味

15 年前一起案件，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福礼作为当

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起波澜。马福礼一边忙着和话剧团导演胡

昆汀纠缠掰理，一边找律师翻案寻求真相还自己清白，还要忙着调和妻

子金彩铃和女儿金多多剑拔弩张的关系，生活给了他多记重锤……时隔

多年，马福礼能否重新翻案？真相到底有几个？

“天坛奖”·最佳女配角奖
“天坛奖”·最佳编剧奖

《恐惧》从一战到二战
邮差身份反转

一名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人被派往库塔那德担任邮差，负责

给服役士兵的家属递送补助金及信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他的身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送钱之人变为了报丧之人。

“天坛奖”·最佳摄影奖  

“天坛奖”·最佳视觉
效果奖 

《流浪地球》视觉奇观之下
洋溢的是家国情怀

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踏上

寻找新家园的征程。然而宇宙之路危机四伏。为了拯救地球，为

了人类能在漫长的 2500 年后抵达新的家园，“流浪地球”时代

的年轻人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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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需要北京国际电影节来推动北京甚至是中国的电影产业。这种规模的电影节既有助

于业内人士的交流，也有利于影迷观看到一些之前没机会在大银幕看到的影片。我认为对北

京国际电影节来说，片单和论坛都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觉得电影工业更专业化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更多地聚焦

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发生的事件。我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电影票经常售罄，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它说明北京国际电影节推动了人们观看更多优秀影片的积极性。

我有住在北京的美国朋友，我刚刚来到北京，就从他们口中听说“北京展映”有多火

爆，他们全家购票看经典电影，不过好多场都没有买到，足以证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选

片非常成功。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选送电影的数目和水平比往届有所提高，印象最深刻的点是电影节

带给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人们以往都把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但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走过的这九年来，电影作为一个浓缩的文化载体，把北京的风貌展示给了全世界。这种文

化凝聚力的日渐增加，使北京也慢慢成为了文化中心。

我参加了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发展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数背后的工作者们，都在力图将北

京国际电影节打造成展示北京、展示中国电影的窗口和平台，这些进步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今年我最大的感触是，在论坛上，

参与者们的对话越来越有产业上的深度，越来越专业化，从创作到技术，再到对艺术的讨论，面面俱到。主办方观察到了中

国电影发展所需要提升的领域，在活动设置中也照顾到了这些需求。此外，在全民参与度上，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北京国

际电影节给广大观众提供了“四月，来北京看最好的电影”的契机。

克里斯·爱德华兹
全球著名视觉化工作室“第三层楼”创始人兼 CEO

北京国际电影节各项活动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单元设置也非常平衡，对于幕后技术的重视度也越来越大。这是我很

愿意看到的，因为你看到的每一部电影当中，故事和技术都是同等重要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给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幕后工

作者们提供走到舞台前的机会，能听听他们分享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得，共同交流遇到的问题，这个机会对我而言无疑是相

当宝贵的。

北京国际电影节给来自各界的人才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通过各式各样的论坛，各抒己见。虽然电影节只有短短

数天时间，但参加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的人，都会带着新想法、新创意，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他们也将继续为北京打造

一张张优秀的城市名片。

冯伟
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

和志耘
中国新西兰电影节主席

雅明·奥布莱恩
美国电影制片人

希德·甘尼斯
奥斯卡（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副主席

克里斯·布兰博
Base FX 倍视影业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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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沙鲁克·汗
百年电影故事 碰撞创作火花

在印度的电影界，有一种说法，称印度当代男演员中，有“三大汗”，即沙鲁克·汗，萨尔曼·汗和阿米尔·汗。三位男演员在行业
内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三大汗”之一的沙鲁克·汗，出席中印电影合作对话论坛等重要活动。如今，
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中印两国电影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密切。沙鲁克·汗也在采访中谈到了对中印两国电影，以及两
者之间交流合作的看法。

感谢影迷
您出席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什么感受？

我要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红毯和典礼，也出席

发布会。这次有机会来北京国际电影节，我很荣幸。我见

到了很多中国人，他们非常贴心，非常热情。每次当你来

到一个并不熟悉的国家，总是能通过其人民，感受这个国

家的魅力。

在中国遇到这么多影迷，是否在意料之外？

的确是。这次我其实很低调。在机场，我在等托运行李，

突然听到尖叫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没想到是

因为见到我。上天对我很恩宠，我得到了很多印度影迷的

喜爱，也有一些海外的影迷，但是在中国，我真没想到，

要对所有我的影迷说声谢谢。

期待合作
您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参加了中印电影合作对话论坛，

您是否想要参与中印合拍片呢？

我是个电影人，我创作的初衷并非只为某个单纯的因

素，但是在北京参加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见到形形色色的

老百姓，我看得出中国和印度作为邻居，都拥有世界最好

的影迷群体，我们已经讲述了近百年的电影故事。当它们

走在一起，会碰撞出创作的火花，吸引更多的观众，打造

出更令人兴奋的作品。另外，在文化方面，中国和印度也

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起很多其他国家，在电影文化方面

我们能找到更多共同点。我们一直都在谈合拍片，这次也

宣布了几部合拍项目，这对电影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

我暂时还没有参与其中，这次来主要还是旁观者、支持者。

近几年，引进中国的印度片越来越多，中国观众有机

会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多的印度电影，这种迅速的发展势头，

您料到了吗？

老实说，没有。很多年前，有人提起过，但事实上，

当时并没有实现。现在在中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印度

电影，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中国电影市场形成多元化的局

面，观众有很多选择。这不光是商业上的成功，观众也绝

对是这种现象的受益者。之前，我主演的影片《我的名字

叫可汗》曾在中国上映，一些喜欢我的观众也看过，但那

时，印度影片市场比较小。随着《摔跤吧！爸爸》和其他

印度影片在中国上映，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也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喜欢，如果这种局面能够保持，是件美妙的事。但

我的确没有料到一切发生得这么快。

您出演了很多经典影片，有没有考虑过在北京国际电

影节，展映一些之前没有在中国放映过的影片呢？

我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如果有人能帮忙做到，那真

是太棒了。即便可以，我不想只展映我的电影，我也想展

映其他经典的印度电影。我很有幸参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

印度电影，它们在很多观众眼里，定义了上世纪 90 年代

和 2000 年前后的印度电影，印度观众很喜欢。我认为故

事的美感，有时也来源于它的新鲜感。现在很多印度电影

人来到中国，寻找合作机会，我认为一些新作品如果能在

中国得到反馈，也十分重要。我小的时候，喜欢成龙的影

片，几乎看过每一部，现在回看，里面的一些场景难免会

有些过时，但我仍然喜欢。现在中国和印度的观众主体，

都非常年轻，不少电影人也很年轻，他们的想法更贴近当

代。不过老片能够以回顾的方式，出现在电影节或是艺术

院线，也是非常好的文化交流。

谈论现状
网飞等流媒体平台，现在在印度很受欢迎，您个人怎

么看待这种现象？

我的看法是，比如说，你进了书店，不管你买还是不买，

都理应能够看到店里所有的书。流媒体平台，就是确保书

店里有足够的书籍，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供你选择。作

为观众，如果你有的选，总是好事。另外，有些故事受限

于篇幅、预算等等因素，并不适合制作成大银幕影片，所

以我认为有时候不能逼着年轻人，必须为了大银幕而苦等

拍摄电影的机会，流媒体平台绝对给了他们一个机遇，去

完成他们的梦想。流媒体平台也更具有及时性，想看就随

时能看，当然对我个人而言，在小屏幕上看电影，在体验

上，也的确没有那么出众。

现在，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吸引您的注意呢？

我是个工作狂，开工的时候，一周工作七天，每天都

要工作 16 个小时。所以对于我来说，角色创作给我带来

的兴奋感，变得很重要，与我共事的人，也非常重要，有

时甚至故事退居其次。只要角色能让我每天即便是早起，

也能很兴奋，一心想要去扮演、去投入，那就是我最大的

创作动力。

您最近看的影片中，有没有非常喜欢的？

我很喜欢动作片、喜剧片或是两者的结合，我很喜欢

《疾速特攻》、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副总统》、还

有史蒂夫·麦奎因执导的《寡妇联盟》。《红海行动》非

常棒，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是周星驰的粉丝，他

的新片《新喜剧之王》我也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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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奖”最佳影片《幸运儿彼尔》
 幸运还是不幸，这是一个问题

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师从瑞典导演、享誉世界的

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后回到丹麦本土积极创作，陆

续凭借 1988 年《征服者佩尔》和 1992 年的《善意的背

叛》两度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世界备受瞩目的

电影导演。

奥古斯特导演与中国之间颇有一番不浅的缘分。

2017 年，他受邀担任了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评委会的主席。今年，他的新片《幸运儿彼尔》在第九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迎来亚洲首映，受到了评委会的一致好

评，最终斩获“天坛奖”最佳影片大奖。

影片《幸运儿彼尔》改编自著名作家亨里克·蓬托皮

丹的一部同名小说。创作这本小说时，蓬托皮丹刚刚完成

自己最为宏大的小说三部曲《天国》，20 年后他也因这

部三部曲荣获了 1917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幸运儿彼尔》的故事里有蓬托皮丹自己的亲身经历，

主人公彼尔与作者本人一样出生于丹麦西部的日德兰半

岛，都在年轻时怀抱远大的理想来到首都哥本哈根学习理

工。他天真而热情，却找不到释放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

他试图游说各界支持他的一个大型工程项目，但却屡屡碰

壁。最终，彼尔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

对于这部讲述理想与现实纠缠和矛盾的经典现实主义

小说，同样满怀激情的电影艺术家比利·奥古斯特自然不

能忘怀。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他依然还在电影创作的第一

线奋战，经过不懈的努力，这部出自丹麦的经典现代文学

也终于被成功搬上银幕。

《幸运儿彼尔》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终胜出，让丹麦国宝级导演比利·奥古斯特再次走进中国观众的视线。这
位深得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真传、曾经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在自己 70 岁的时候又推出了一部艺术电影力作。

影片中，奥古斯特依然采用他一贯冷峻和沉重的基调，

为这部电影赋予了强烈的哲思意味，又用清新而诗意的镜

头语言，为电影增添了隽永的情意。《幸运儿比尔》是一

部关于个人的史诗。为了展现彼尔跌宕起伏的一生，片长

接近于 3 小时之久。主人公彼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青年，

他一度逃离自幼被灌输的传统基督教文化，希望在全新的

世界里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痛恨相互勾结的政商，但又不

得不依靠他们才能实现理想；他理想远大又桀骜不驯，被

人喜爱，也为人不理解；他对自己的爱情视若珍宝，却因

为深藏内心的童年创伤而屡次辜负她人。

电影触及了20世纪初丹麦工业化进程下的社会变迁，

刻画了以青年彼尔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政商势力

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示了丹麦辽阔的乡间风景与现代都市

的巨大反差，塑造了大时代下一个真实而立体化的理想主

义者，用一个纯真青年追求进步、锐意改革的一生，碰撞

时下的陈旧传统与僵硬社会现实，也用最终的回归田园来

诠释一生的救赎与和解。

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幸运”和“幸福”的关系。

主人公彼尔最初认为幸福是成功的结果，是实现自我价值

的结果。但经过了一系列的遭遇之后，他最终意识到，幸

福其实是可以独立于取得成功的幸运而拥有的。因此，彼

尔从拥挤不堪的哥本哈根退回到家乡，并不是代表着一种

人生的失败，而是应该理解成一种对生命全新认知的胜利。

本片的男主角埃斯本·司米德·詹森是丹麦近年来备

受关注的优秀年轻演员，他曾凭借丹麦电视剧《骗局》获

得了 2016 年丹麦罗伯奖最佳男配角，并在 2017 年受柏

林国际电影节颁发了欧洲电影促进之星。在这部影片中，

他的表演跨度极大，涵盖了彼尔在各个人生阶段的状态，

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在现实磕碰下的痛

苦与迷茫，细腻地呈现了彼尔内心的痛苦与对梦想坚持不

懈的追求。

《幸运儿彼尔》显示了老将比利·奥古斯特宝刀未老，

借助扎实的文学原著，形成了一部辽阔而深刻的影像画卷。

他继续将视角聚焦在人类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感慨于个人

与时代、与社会的抗争，执念于真实自我的发现与反思。

奥古斯特在影片中展示出了不减当年的大师风范，以及不

改初心的艺术追求，实为难得。这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最值得观看的电影之一，也是一部深具人文关怀与心灵探

索的电影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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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卡隆
外乡人在好莱坞创造的传奇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第 91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导演阿方索·卡隆凭电影《罗马》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位在好莱坞闯荡
多年的外乡人，终于凭借实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而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阿方索·卡隆的两部重量级电影，《人类之子》和《地
心引力》，将会和影迷朋友们见面，让喜欢他作品的观众，再次感受他电影的魅力。

外乡人的电影梦
阿方索·卡隆的“导演梦”是跟着“太空梦”一起做

的，在他八岁那年，正好是阿波罗登月，墨西哥城当地电

视台也转播了这次人类的壮举，电视机前卡隆的思绪也跟

着镜头飞向了 30 多万公里的外太空。他当即就下定决心，

长大后要么当宇航员，要么拍电影。

但成为宇航员可谓困难重重，卡隆被迫放弃自己的太

空梦。不过他灵机一动，将“太空梦”寄于电影梦，两者

合二为一：他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拍出一部发生在外太空

的电影。

有了理想，卡隆随即付之行动，不仅成为电影院的常

客，连电视上播放的电影也不放过。约翰·福特、约翰·休

斯顿、维托里奥·德·西卡、菲利普·卡萨尔斯等人都是

他的“老师”。除了看电影，卡隆还尝试自己拍电影，兄

弟姐妹们都成为他拍摄的对象。

成年之后，卡隆的电影之路颇为坎坷，幸好借着上世

纪九十年代“墨西哥新电影时期”的东风，卡隆的电影梦

才得以实现。但墨西哥落后的电影工业环境，让卡隆不得

不作出去欧美发展，成为外乡人的“痛苦”决定。

在外闯荡的那些年，卡隆事业起起伏伏，早年因《小

公主》尝过成功的甘甜，后来也因《远大前程》吃过失利

的苦涩。曾经靠着自己拿手的喜剧《你妈妈也是》赢得无

数赞誉，也顶着争议拍摄了《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无论是鲜花锦簇还是骂声一片，卡隆都没有迷失，更

从没有抱怨过生活，他说：“我始终相信，人在出生之后，

便开始游历。我对我的旅程充满感激，这真是一场难以预

料的旅途。”

也正是如此，这位不断奋进的墨西哥外乡人，最终赢

得了属于自己的奖杯。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独具慧眼地挑

选了卡隆两部经典的传世电影佳作——《人类之子》和《地

心引力》。

长镜头美感下的《人类之子》
世界电影史上，有很多导演都对未来人类世界进行过

描绘，像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中的《疯狂的

麦克斯》系列，像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灾难巨制《2012》、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未来水世界》……而《人类之子》作

为卡隆执导的第一部科幻片，他在开始就给所有期待它的

观众“浇了盆冷水”，他说：“那些等着看习惯意义上的

科幻大片的观众可能会失望了。”

的确，《人类之子》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太科幻的

故事，没有过于强烈的情感宣泄。

故事讲述未来的某一天，全人类丧失生育能力，人类

社会即将分崩离析。但一位怀孕少女突然现身，让绝望的

人类又燃起一丝希望。

《人类之子》中，卡隆无疑是高明的，他利用真实世

界的背景，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景象，反过来，这种令人

毛骨悚然的末日未来，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观众的神经。《人

类之子》的色彩是灰暗的，但它与拍摄地英国糟糕的天气

完美结合，用阴冷的基调将末日中人类社会的焦虑感、压

迫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卡隆用他擅长的长镜头，展现出末日中的英国全

景。有趣的是，卡隆的长镜头非常独特，一般情况下，我

们看着银幕上的镜头，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卡隆的长

镜头恰恰相反。实际上，它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

很像一个观察者，它对片中几个人身上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11 扫描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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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NTRODUCTION 扫描

但它也有自主性，比如偶尔会对周边的人和事产生兴趣，

于是便自行走开。

《人类之子》中绝大多数镜头的时长都不少于 45 秒，

第一个长镜头便具备卡隆特有的风格，镜头沿着街边移动，

镜头视野的核心是男主角克里夫·欧文，镜头慢慢靠近他，

经过他，然后又回转头对着他，像一个好奇的路人。这时，

街边突然爆炸，欧文本能地蹲下，此时，镜头仿佛不再对

欧文“感兴趣”，而是迅速奔向出事地点。

卡隆最著名的长镜头，也是出自《人类之子》，即欧

文保护“人类之子”和其母亲逃跑的部分。

正因为卡隆的长镜头相当于片中的重要角色，而观众

又是通过镜头去感受整个电影中的世界，这就让这些长镜

头具有把观众带入情境中的强大功能。观众跟镜头融为一

体，成为片中的角色。同时这些长镜头还能在不经意间带

来美学上的享受，这种享受除了我们常说的纪录片式的力

量之美外，《人类之子》的长镜头美感还有抒情之美。这

种抒情美与残酷的末日相碰撞，激发出了强烈的悲壮感。

而这便是《人类之子》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现童年梦的《地心引力》
《人类之子》之后，卡隆暂时停下了他的导演工作，

专心做起了制片人，还创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所做的种

种，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筹备一部更优秀的电影，

一部承载他儿时梦想的电影。

它就是《地心引力》。

对于卡隆，《地心引力》是为了实现他八岁那年许下

的诺言：要拍一部发生在外太空的电影。而童年梦想也的

确激发了卡隆的创造力，他甚至还带着儿子乔纳斯一起创

作剧本。

当然，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时至今日，《地心引力》

仍是最好的太空惊悚电影之一。

《地心引力》99% 的时间发生在外太空，导演是希

望奉献一场蓝与黑的穹窿交响乐。

为了自己儿时的“太空梦”，卡隆近乎苛刻地把整个

宇宙搬进了电影。因为太空无声，所以卡隆说：“如我们

所知，太空没有声音。在电影中，我不会增加多余的声音。”

为了逼真，宇航服的设计参考了真正的太空宇航服，此外

剧组还搭造了逼真的航天飞机和宇宙空间站模型。而为了

模拟失重，剧组又是设计新的道具，又是创造新的摇臂。

总之卡隆利用了近乎所有可用的的资源，去设计、实现《地

心引力》的种种。而最终效果我们都看见了。

曾经在拍摄过程中，卡隆在机场遇到丹尼·博伊尔，

被问及：“你在拍《地心引力》？”卡隆回答：“是啊，

这是部太空电影，我终于拍出了我的太空电影！” 接着

卡隆又兴奋地说：“一旦你进入太空，你就不会回来。你

不会想回来。”

如今夙愿已了，他心满意足地说：“我再也不会拍任

何太空电影了。”

当然《地心引力》不仅是卡隆的“圆梦之作”，这部

电影里也仍有卡隆外乡人的乡愁，就好像只要地球存在，

地心引力就不会消失，故乡存在，乡愁便会永远牵引着我

们，想要指引回到我们最初生活过的地方。

而回过头，当再看卡隆新作《罗马》，就会发现，无

论成功赋予了他多少光环，这位外乡人，总在思乡，作品

中总会泛起他心中被深藏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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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论 REVIEW

《未来的未来》
更辽阔的视角 更细腻的焦点
自从凭借《穿越时空的少女》打出名声以来，细田守越来越成为日本动画电影届中最受瞩目的导演。之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问世，都
会引起全日本乃至国际上的热烈反响。去年的新片《未来的未来》，不仅在本土的日本电影学院奖上拿下了最佳动画片奖，还在国际
颁奖礼上频频亮相。这部动画片也成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令人期待的细田守作品。

自《穿越时空的少女》和《夏日大作战》连续创下佳

绩以来，细田守在日本动画界地位越来越高。能够同时兼

顾优异的票房成绩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因此，细田守也总是被人们誉为“宫崎骏的接班人”。

众望所归的新片《未来的未来》，在今年也成功提名了奥

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部非吉

卜力工作室出品的日本动画。这也足以证明了细田守的作

品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

观众们喜欢细田守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喜欢他干脆简

练的战斗场面，又感动于他细腻着墨的家庭亲情。不过，

他的这部《未来的未来》与之前的风格有了不小的变化。

影片既没有激烈的战斗和宏大的格局，也没有奇丽夺目的

想象画面，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家庭中。

如果是抱着去看一部热血动画大片的心态，那么这部

电影很有可能让人失望而归。细田守过去作品多是以青少

年为主角，而在这部电影里，一下子将故事主角的年龄下

降到了四岁阶段。对于以青少年为主的动画市场来说，这

样的改变恐怕难以引起多数观众的共鸣。

实际上，这部作品正是细田守以自己的家庭为原型进

行创作的。几年前，细田守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与

此同时，他发现大儿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闹脾气。原来，

他是因为被弟弟抢走了父母的关心，变得嫉妒，通过生气

闹腾来吸引父母的注意。“原来这么小的孩子就有威胁意

识了。”细田守不禁感慨道，“这是人生因爱而苦闷的最

初瞬间啊”。于是，他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孩子，并

以此为素材开始创作，试图通过动画作品呈现孩子眼中的

世界。

细田守还表示，这部电影的许多灵感，其实来源于华

语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一一》。或许是为了让这部作品

更具有生活的实感，动画中幻想的成分被削减了不少。

影片中，唯一一个虚构的设定，就是家里那棵可以带主

角小训穿越时空的大树。幻想的部分成为对主题重新诠

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会喧宾夺主、让影片纯粹沦为

想象力的展示。

近些年，像原惠一、新海诚、冲浦启之等这些与细田

守近乎同辈的动画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形成了一股相似

的创作潮流。他们渐渐意识到，动画作品不应该是远离尘

烟的幻想庇护所，它也可以像真人电影一样具有写实的质

感。不仅如此，动画游刃于写实与虚构两地的自由形式，

又是真人电影所无法企及的。

细田守早已不再为了想象而想象。不仅是在故事和人

物形态上写实，电影中的场景也越来越贴近现实。很多城

市建筑的背景，都是先去踩点拍照片，再根据照片进行绘

画。在细田守的动画里，建筑、街景、室内环境这些常规

的背景都值得品味，如《滚球兽的诞生》中拥挤简陋的公

共住宅，《夏日大作战》中威严大气的古旧宅邸，《怪物

之子》中喧闹繁华的东京街区。

在《未来的未来》中，由于主角不能独自外出，屋内

承担了他绝大部分的活动空间。细田守这次特意找来了著

名的住宅设计师谷尻诚，为影片设计一套别致的房屋。所

以这次的影片，虽然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完成叙事，但房屋

内丰富的空间纵深感，并没有让故事场景变得单调。另外，

他还会通过画笔将室内场景做出一定的夸张处理，例如片

中展示的东京新干线车站，比现实中的车站空间显得更加

庞大，更加复杂。这正是反映了孩子眼中所看到的空间感，

不同于成人的视角。

除此之外，电影还有很多还原生活细节的用心之处，

例如一开始小训在窗户上哈气让视线变得模糊，房门打开

一瞬间飘进来的点点雪花等等。这些小动作、小细节在动

画中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细田守对于画作的认真态度，使

得这部动画更充满了艺术魅力。如此细腻精致的作画，让

每个分镜头都充盈着自然、真实的味道。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这都是一部令人惊喜的杰作。而电影的主题也依旧延

续了细田守的一贯表达。

亲情是细田守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这部《未来的

未来》也不例外，只不过将视角转移到了大家不容易关注

到的孩子身上。而细田守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人的成

长。当然，他不会对你猛灌鸡汤，也不是那种一腔热血的

励志。他一定会揭露出人性中脆弱、阴暗的一面。当角色

遇到坎坷的时候，这些自私的、恐惧的或者愤怒的小情绪，

都会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就像是《未来的未来》中尚未

明事理的小训，失宠之后表现出的任性顽劣，一度让人十

分头疼和反感。同时，细田守也坚信榜样的力量一定会影

响到孩子们的成长，他制作这部动画的目的也是为了给予

孩子们鼓舞，促使他们更快地成长、蜕变。

当然，电影并不是以一种大人的口气在教导孩子如

何懂事，而是牵连起一个家族的成长历程，甚至还花了

一部分笔墨在父母的变化上。作为刚刚开始抚养孩子不

久的年轻夫妻，他们其实也在摸索着如何成为更加称职

的父母。

细田守通过一种时空交错的方式，让小训看到了妹妹

“未来”的未来，也看到了父母甚至曾祖父曾经的成长经

历。他用一种辽阔的视野，用动画的方式带孩子观察到一

个家族的延续和发展，体会到人生更为普遍的艰辛与挫折。

每一个人都是由小长大，由弱变强。许多事情，并不

是第一次就能做好的。简单的人生道理，渐渐地埋藏在一

个 4 岁小孩的心中，终有一天他会战胜自己的缺点，成熟

起来。

成长也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关乎勇气，关乎精神，

其最核心的还是关乎爱的本身。故事最终还是回到了小

训最初的困扰——失宠。以自我为中心，是每个人都会

有过的问题。若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更需要学会的是关

注他人，包容他人，能够将爱分享给他人。小训最终接

受了家庭中的这位新成员——妹妹未来，也完成了与自

己的和解。

这终究还是那个温暖的细田守。虽然他只是用这部动

画讲述了生命之初那些细微的小事，但却以此触碰到了每

个人的心灵深处。如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正是这些无数的

小事，才最终汇聚成现在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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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控》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第十一回》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战火球星》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侍者》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催眠·裁决》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流浪地球》剧组亮相闭幕式红毯 志愿者代表亮相闭幕式红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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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定格 PHOTOS

青年演员郑恺亮相闭幕式红毯

开奖嘉宾惠英红亮相闭幕式红毯

青年演员关晓彤亮相闭幕式红毯

印度著名演员沙鲁克·汗亮相闭幕式红毯

开奖嘉宾佟丽娅亮相闭幕式红毯 电影演员黄晓明亮相闭幕式红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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