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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委 专业选择
本届“天坛奖”的评选工作继续由国际著名电影人

组成的评委会完成。中国著名导演王家卫担任国际评委

会主席，评委会成员有段奕宏、詹恩·凯兹梅利克、乔

纳森·莫斯托、卡林·皮特·内策尔、鲁本·奥斯特伦

德、舒淇，评委们的专业背景涵盖导演、演员、制片、

作曲等领域。

今年入围“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15部影片，从来自

六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中选出。经过一周

多的评审，国际评委会最终确定了各个奖项的归属。

闪耀影人 聚首红毯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秉承“砥砺·使命”的主

题，继续服务于中外电影的创作和市场发展，沟通中西

文化。国际著名电影人、电影行业从业者聚首于此，交

流电影发展。经过8天的交流、探讨、合作、交易，第

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下了帷幕。在闭幕式前的红毯仪

式上，中外知名电影人汇聚一堂，共同庆祝这场电影盛

会的圆满落幕。

在评委会主席王家卫的带领下，本届“天坛奖”评

委会的7位评委共同踏上了闭幕式红毯。在过去的10天

电影荣耀 北京绽放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暨“天坛奖”揭晓

里，经过评委会紧张而细致的评选，本届“天坛奖”的

十个奖项脱颖而出。本届“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主创，

也在之后分别走上闭幕式红毯。今晚的颁奖典礼，他们

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黄渤带着他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的主演舒

淇、王宝强、于和伟、王迅走上红毯，四位男士还在之

后的颁奖典礼上担任特别嘉宾表演开场秀，与台上台下

来宾惊喜互动。
（下转 3 版）

颇具代表性的三代女演员赵雅芝、霍思燕、关晓

彤，以及闭幕影片《战神纪》的导演哈斯朝鲁，主演陈

伟霆、林允、胡军等，也在闭幕式红毯亮相。

此外，伊莎贝尔·于佩尔、陈冲、林志玲、顾长

卫、苏有朋等开颁奖嘉宾，《人质列车》《那些女人》

《中国蓝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剧组，以及在闭

幕式开场有重要演出的表演嘉宾佟丽娅等，也都走上了

闭幕式红毯。

4 月 22 日晚，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 ( 国家电影局 ) 指导，
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主办，北京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北京市怀柔区
人民政府、北京电视台、北
京北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闭幕式暨颁奖
典礼。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第八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主
席杜飞进，北京市副市长、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常务副主席王宁，中共
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汤
恒等出席闭幕式，与来自海
内外的杰出电影人一同，见
证了“天坛奖”的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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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有归属 电影无界
颁奖典礼的重头戏自然是本届“天坛奖”十个奖项

的归属。开启奖项之前，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发

表了致辞，他首先对评委会每位成员表示感谢，他说：

“这些评审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评审，他们每天都工作超

过10个小时。”此次入围主竞赛“天坛奖”的15部电影

中，有5部是女性导演的作品，他表示希望將来能够看

到更多女性导演的电影。他还祝愿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光

无限，越办越好。

随后进入颁奖环节。整个颁奖分为四部分，每一部

分颁奖结束后都有一个精彩的表演节目，在强调光影魅

力的同时，体现中华文化与影像艺术的结合。颁奖嘉宾

都是业界翘楚，包括著名导演、摄影师顾长卫，著名编

剧邹静之等在内的优秀电影人，颁发了本届“天坛奖”

的十个奖项。

法国女星伊莎贝尔·于佩尔开出了最佳女主角奖，

影片《惊慌妈妈》中女主角的饰演者娜塔·墨文耐兹获

得了这个奖项。

中国实力派演员胡军是最佳男主角奖开奖嘉宾，开

奖前，他特别介绍了带病前来颁发此奖的演员李雪健。

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生活简朴，几十年如一日

专注于表演事业，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希望将来观众可以忘记他，但是记住他演的角

色，这是做演员的尊严和信仰。当现场镜头定格在台下

的李雪健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向这位老艺术家致

敬。随后，胡军开出最佳男主角——在影片《目视朱丽

叶》中有精彩演出的演员乔·科尔，颁奖嘉宾李雪健上

台颁发了奖杯。

第七届“天坛奖”最佳男主角奖得主范伟开出本届

“天坛奖”最佳编剧奖，这一奖项由影片《证言》的编

剧阿米查伊·格林伯格获得。最佳导演奖则由中国著名

导演冯小刚揭晓，导演玛丽安·卡琪瓦尼，凭借她执导

的《妈妈》获得这一奖项。按照惯例，本届“天坛奖”

最佳影片奖由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开出，格鲁吉亚、爱沙

尼亚合拍影片《惊慌妈妈》在15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

得了这一荣誉。

除了十个奖项的归属牵动人心外，颁奖典礼上的表

（上接 2 版）

演也令人难忘。水墨光影器乐合奏《天人合一》，将

“天坛奖”一直坚持的“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价值

理念融入其中，结合了中国传统水墨动画与现代光影美

学，炫美夺目。来自爱尔兰的气质偶像组合boyzlife，

实力奉献歌曲串烧，致敬世界电影经典。

最后，雷佳带来的原创歌曲《天坛之约》，唱出了

北京国际电影节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和期许。主持人代表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向全世界电影人发出邀约，欢迎

全球影人朋友明年春天相聚北京，参加第九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

这场以“国际视野、中国表达、北京风范”为姿态

的闭幕典礼，围绕着“电影情怀、致敬经典、追寻时

代、东方审美”的核心要素，用全新的视听体验表达了

电影梦想。作为竞赛，每个奖项都有其归属，但作为电

影，文化传播的价值是没有边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借

助“天坛奖”表彰优秀电影，更重要的是沟通不同文

化，为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交流打开一扇窗。

文/本报记者 唐永桥

浅析电影
保底发行的成与败

近年来，保底发行的影片总能在电影市场引起热议。

“天价保底”的影片既有赚的盆满钵满，惨淡收场的也

不在少数。保底发行究竟是中国电影产业迈向新阶段的

助推剂，还是资本炒作电影市场带来的毒药？

所谓保底发行，是在电影发行中，发行方与制片方或

拥有影片发行权的电影公司签订协议达成担保一定收益

的效果。此种发行模式是介于买断片与分账片之间的形

式，既没有让买断后版权方的收益与电影的未来价值脱

钩，又可降低电影市场化运作的风险。

实质上，保底发行是对发行方发行结果的一种担保，

保证可获得多少的收益。保底只是一种手段、工具，而

对于保底协议可采取的标准，则可有多种形式：比如以

票房为标准的，即为票房保底，具体的操作模式为，发

行方与制片方之间预先设定保底票房和分账比例，以及

票房超过保底票房时各方的票房收入分账方法；或是电

影的版权收益亦可作为保底的依据，这其中包括电视台、

互联网等领域的版权收入，以及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的商

品化权的运营等，均为整部电影带来的版权收益。目前

在我国，电影的保底发行基本等同于票房保底。

总结近年保底发行的成与败，可以发现保底发行的核

心在于合同的签订，一旦合同条款含义不明，便会陷入

互相扯皮的境况。在保底发行协议中，双方当事人首先

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保底价格、

保底费用的定义、保底费的交付时间、票房的数据来源

与截止日期、票房的具体分账方法、是否包括互联网发行、

宣发费用的承担等进行明确细致的约定。其次，协议的

签订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宣发工作对于电影项目来说

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保底方若是守株待兔，则难实现

保底的票房。除此之外，保底的票房应该是符合行业一

般认知规律，毫无理由地选择天价保底，则是放弃了对风

险的控制，沦为资本的奴隶。合理约定成本与风险的负担，

引入合作保底方，达到优势互补，才是理性的保底。毕竟，

保底发行对于一部成功的电影作品来说，是锦上添花，

却不可能给烂片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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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Of Film
Blossomed In Beijing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Dropped the Curtain, and the Tiantan Award Winners 

Have Been Announced

Professional Jury 
Professional Choice

 

This year selection of “Tiantan Award” is still 

completed by the jury consisted of international 

renowned filmmakers. Wang Kar Wai, the famous 

Chinese director is the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jur y, which included Duan Yihong, Jan A .P. 

Kaczmarek, Jonathan Mostow, Călin Peter Netzer, 

Ruben Östlund and Shu Qi. The working area of the 

jury covers director, actor, producer and composer. 

The 15 films of the main competition unit 

“Tiantan Award” this year were selected from 659 

films from 6 continents, 71 countries and regions. 

After more than one week of judging, the 

international jury finalized the awards.

Shining filmmakers 
Gathering on the Red Carpet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olds 

the theme of “Work hard to press ahead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cre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ovies, as well as the culture.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filmmakers and film industry practitioners 

gathered here to discus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inema. After 8 days’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 

cooperation and trade, the 8th Beijing Film Festival 

has come to a close. At the red carpet ceremony 

for the closing ceremony, well-known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makers gathered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ful closing of the film event. 

Under the lead of Wang Kar Wai, chairman 

of this “Tiantan Award” jury, the jury of seven 

stepped on the red carpet for the closing ceremony 

together. During the past 10 days, they have done 

the award judging tensely and meticulously. They 

have already selected the right film for the ten 

awards. The creators of the “Tiantan Award” 

nominated films also stepped on the red carpet 

afterwards. They are the true protagonists at 

tonight’s award ceremony. 

Huang Bo brought Shu Qi, Wang Baoqiang, 

Yu Hewei, Wang Xun, who are the lead actors of 

his directorial debut “The Island” walked on the 

red carpet. These four gentlemen also performed 

the opening show as special guests at the Awards 

Ceremony, which made all the guests excited. 

Zhao Yazhi, Huo Siyan, Guan Xiaotong, the 

representative actresses of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e crew of the closing film, including the director 

Chaolu Hasi and the actors William Chen, Lin Yun, 

Hu Jun, also appeared on the red carpet. 

Moreover, the award presenters Isabel le 

Huppert, Chen Chong, Lin Chiling, Gu Changwei, 

Su Youpeng, Fan Wei, the crews of “Goddesses 

In The Flames Of War” “Renzhilieche””Chinese 

Peacekeeping Forces”,”Happy Dad and son”, as 

well as “ Goddess of Tiantan” Tong Liya who had 

a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at the start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walked on the red carpet. 

On the evening of 22th April,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BJIFF) was held at Yanqi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The film festival is guided by National Film Bureau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host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China Media Group, organiz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Huairou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Beijing TV Station (BTV), Beijing Enterprises Group Real-estate Co., Ltd.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Director of Municipal Publicity Department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Du Feijin,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ng Ning, Director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reau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ng Heng etc, attended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ogether with outstanding filmmak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itnessed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Tianta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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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ilmmakers Finally 
Win the Heavy Awards which 
Shows the Film Has No 
Boundary

The most thr i l l ing moment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is who would finally win the 10 most 

impor tant T iantan Award. Before the l is t of 

award winners was announced, the president 

of jury presented a speech. First he showed his 

appreciation to every member of jury. He said,” 

they are the most diligent jury members I have ever 

known. During the Festival, they always worked 

for more than ten hours each day.” Among all the 

fifteen nominated films, five of them are directed by 

female filmmakers. The president of jury also said 

he expected to see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works 

from female directors in the future. In the end, he 

sent his best wishes to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brighter and 

better festival would take place next year.

Later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the Awards 

winners were announced. The whole Award 

presenting section we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At the end of each part, there was a fantastic 

performance which showed the charming of light 

and shadow as well a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h inese cu l ture and f i lm ar t .  A l l  of  the 

presenter at the ceremony are marvelous leaders 

of film industry, including famous director and 

cinematographer Gu Changwei, veteran screenplay 

writer Zou Jingzhi. They announced the ten final 

winners’ names of Tiantan Award.

French actress Isabelle Huppert presented the 

best actress award to Nata Murvanidze for her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in Scary Mother.

Veteran actor Hu Jun presented Best Actor Award. 

Before revealing the winner, he introduced the actor 

Li Xuejian who fell ill but still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 give out the award to the winner. Hu said that Li as 

a performance artist, lives a simple life, focusing on 

performing as best as he can for so many years, using 

his roles to connect with audiences. As Li once said, in 

the future, he hoped audiences would forget him, but 

remembered his roles. This is the dignity and belief of 

being an ac-tor. When the camera captured him sitting 

offstage, the audiences gave him a standing ovation, 

honoring the beloved artist. Then, Hu announced the 

winner, Joe Cole from Eye On Juliet, whose gave a 

great performance, won Best Actor. Li gave out the 

trophy to Cole.

Fan Wei, the Best Actor winner of the Seventh 

Tiantan Award, presented the Best Screenplay 

Award. And the winner went to Amichai Greenberg 

from the movie The Testament. Chinese fa-mous 

director Feng Xiaogang gave out the Best Director 

Award, and the winner went to Mariam Khatchvani 

from the movie Dede. In tradition, the Best Feature 

Film Award was given out by Pres-ident of the 

Jury Wong Kar-wai, and the winner went to Scary 

Mother. The film was co-produced by Georgia and 

Estonia, became the chosen one among the fifteen 

films in competition.

Aside of the winners of the ten awards, there 

were also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e Sky 

and Mankind Became One combined Chinese 

ink painting, images on silver screen,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representing what was Tiantan Award 

standing for, which was the sky and mankind 

became one, finding beauty in beauty. The boyband 

from Ireland, boyzlife, performed a medley of songs, 

honor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films.

At last, Lei Jia performed an original song 

called The Promise of Tiantan, singing about the 

confi-dence and expectation to futur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host spoke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ending invitations to all 

over the world, wishing to meet them next spring in 

Beijing, to attend the festival.

 The closing ceremony showed a gesture of 

Vison of the world, Expression of China, and Class 

of Beijing, revolving a core factor of Sensation of 

Cinema, Saluting to Classics, Pursuing the Times, 

and Aesthetics of the East, showcasing the dreams 

of cinema in a new visual and sounding way. As 

for competition, every award had been given out, 

but as films the value of cultural spread had no 

bounda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ing 

Tiantan Award to award the best of the best,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culturally, to open a window for Chinese Cinema 

and World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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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奖”终揭晓

  50 岁的家庭主妇玛娜娜陷入两难境地——她不得

不在她的家庭生活和多年来难以自抑的写作热情之间作

出选择。艺术或许来源于本性和真实，而本性来源于生

活与遭遇。文具店老板努尔克全力帮助玛娜娜进行创作。

虽然得不到她的丈夫、儿女、出版商的理解，但她却更

执意释放天性、沉浸入创作的精神世界，不惜模糊了现

实与想象。最终，父亲的质问犹如拨开迷雾一般进入玛

娜娜的创作世界。

导演安娜·乌鲁沙泽则表示事先并未对获奖抱太大

希望，她说：“几年之前我就知道了北京国际电影节，

1992 年，年轻的迪

娜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

山村，这里的生活被延

续数世纪的传统所禁锢。

迪娜的祖父早已把她许

配给刚从战场回来的大

卫，但迪娜却与同大卫

一起回来的战友盖吉一

见钟情。迪娜不断打破

传统的禁忌，也因此遭

受了命运的考验。

1918 年 3 月，厌战的

斯坦诺普上尉带领 C 连前往

法国北部的前线战壕参与战

斗，德军的进攻迫在眉睫，

军官们和随军厨师通过讨论

食物和战前生活来分散注意

力，而斯坦诺普则持续酗酒

意图驱除不可避免的恐惧。

一个刚刚结束训练的新军罗

利对自己的首次任务十分兴

奋，不过他的上司却是斯坦

诺普——他的前校舍监督员

以及他姐姐的爱慕对象。日

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紧张局

势不断升级，战斗迫在眉睫，

每个人都陷入不安的情绪中。

阐释家庭与事业的抉择难题
影片《惊慌妈妈》包揽两项大奖
获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

7部影片 10项大奖 实至名归

那时候格鲁吉亚有个导演来参展，但至于参展的目标，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不习惯提前去想，因为希望

越大，失望越大。

打破桎梏 为自由发声

带你走到世界尽头
《旅程尽头》

《妈妈》是爱的自白

了解一战士兵的内心
获最佳导演奖
最佳摄影奖

获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音乐奖



7 颁奖
AWARDS

45 岁的约埃尔是大屠杀研究方面的国际专家，他花了超

过 15 年的时间努力研究纳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消灭犹太人

的方法。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些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暗示他的母亲生活在假身份之下。他确信这是一个

错误，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怀疑他母亲的犹太身份。这是

关于一个人愿意冒一切风险去寻找真相的故事。

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

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

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

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惨

胜的故事。

纳斯林想要和丈夫离婚，但是她知道如果

这样做，她将无法得到六岁女儿的监护权。因

此她瞒着丈夫，和女儿搬到了镇上的另一个地

方，在那里，纳斯林在一所医院的托儿所找到

了一份工作。一天另一个妈妈找到了她，之后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本片以蜘蛛无人机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爱情故事。在横跨一片

中东沙漠的输油管道旁，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蜘蛛形机器人，似乎

正在观测着地平线。在世界另一端的美国，无人机操作员和管道

安全管理员——戈登，正通过屏幕审视着无人机拍摄的荒凉景观。

艾约莎是一个生活在沙漠地区的年轻姑娘，而且被许配给了一个

她并不爱的中年男人。戈登此时已经在他不能理解的现实世界中

迷失了自我，但他被这个叫艾约莎的姑娘深深吸引了。尽管两人

距离遥远，都对未知感到恐惧，交流也不顺利，但戈登愿意尽其

所能做任何事情来帮助艾约莎逃离这样的命运。在此过程中，他

深深地爱上了她。

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奖

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摄影奖

最佳音乐奖

最佳视觉效果奖

这一场《红海行动》
是点燃整个民族的中国军魂

一个执着的纳粹专家
一份关乎真相的《证言》

《灼热之夏》
对女儿的爱 比酷暑还要灼热

《目视朱丽叶》乔·科尔
一场跨越大洲的单相思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获奖名单

《惊慌妈妈》
（格鲁吉亚 / 爱沙尼亚）

乔·科尔
《目视朱丽叶》( 加拿大） 

娜塔·墨文耐兹
《惊慌妈妈》（格鲁吉亚 / 爱沙尼亚）

米娜·萨达缇 
《灼热之夏》（伊朗）

康斯坦廷·艾萨泽《妈妈》
（     格鲁吉亚/卡塔尔/爱尔兰/荷兰/克罗地亚）

阿米查伊·格林伯格
《证言》（奥地利 / 以色列）

保罗·贝坦尼 
《旅程尽头》（英国）

希尔都·古拿托蒂尔、娜塔莉·霍尔特
《旅程尽头》（英国）

李仁浩/ 姜泰均/ 余国亮／林骏宇／马肇富／托马
斯·洛唐巴克／加雷思·弗雷德里克·莱普顿

《红海行动》（中国）

玛丽安·卡琪瓦尼《妈妈》
（     格鲁吉亚/卡塔尔/爱尔兰/荷兰/克罗地亚）

获最佳男主角奖

获最佳女配角奖

获最佳编剧奖

获最佳视觉效果奖



8 颁奖
AWARDS

在本届“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举行的8天时间里，

共放映了 17 场电影，观影人数超过 3500 人次；举办

了 8 场主创与观众的映后交流会，每场交流时间都达到

半个小时以上。期间还举办了“北欧电影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 8 位学者共聚一堂，聚焦北欧

电影，对北欧的电影产业、电影创作、电影研究等各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本届“注目未来”单元除了延续往年设立的“最受

注目影片”“最受注目导演”“最受注目编剧”三大奖

项外，还增设了“最受观众注目影片奖”，以表彰特别

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三大奖项均是由观众投票和专家评

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出获奖者，并给予每个奖项一万

元人民币的奖金。“注目未来”单元遵照其设立宗旨，

在发掘青年导演、新生力量的道路上走得越发稳健。

闭幕式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教授主持。中国影片《旺扎的

雨靴》荣获“最受注目编剧”奖，日本影片《露西》的

导演平柳敦子获得“最受注目导演”奖，丹麦、冰岛合

拍片《凛冬兄弟》获得“最受注目影片”奖，由 788 位

观众投票选出的“最受观众注目影片奖”则由法国、德国、

荷兰、智利合拍的《遗忘诗行》获得。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注目未来”单元圆满落幕

四项大奖颁出 《旺扎的雨靴》荣获“最受注目编剧”奖
4 月 21 日晚，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闭幕式。闭幕式上，“最受注目编剧”“最受注目导演”“最

受注目影片”以及“最受观众注目影片”等四项大奖颁出。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院副校

长孙立军教授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致辞。单元评审团成员

赛人、木卫二、叶航、王垚、沈禕出席仪式并为获奖者

颁奖。孙教授表示，“注目未来”在走过的八年历程里，

为世界奉献了众多优秀的新人电影。在标准放映厅的舞

台上，迎接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优秀的电影人。孙立军教

授也代表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和相

关领导单位对电影学院教育活动的支持，感谢中国电影

文化研究院，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志愿者团队等多

个部门的辛勤工作；感谢评审团的各位老师，感谢来自

世界各地的主创，感谢热情的观众。孙教授说，中国有

几万块银幕，但是北京电影学院这块银幕与众不同，不

仅放映具有商业色彩的影片，也承载很多小众的文艺电

影。他预祝所有参展影片收获圆满的结果，希望所有主

创不忘初心，为电影的梦想奋斗。

随后，著名影评人叶航、木卫二为“最受注目编剧”

开奖。《旺扎的雨靴》导演兼编剧拉华加上台领奖并发

表获奖感言。拉华加表示，身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自己是第一次站在这个领奖台上。他首先对单元对自己

的长片处女作《旺扎的雨靴》的肯定表示感谢，同时感

谢了影片的幕后主创以及制作发行团队。在致辞中，拉

华加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关注并支持年轻电影人，自己也

会继续努力、虚心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最受观众注目影片奖”则由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系

研究生，也是电影节的志愿者周奕彣开奖。因为要做志

愿者的工作，她只看了《飓风小队》与《长睫毛的劳瑞》

两部入围影片，颇感遗憾。由于“最受注目导演”“最

受注目影片”以及“最受观众注目影片奖”的获奖者因

故无法出席仪式，三个奖项的领奖环节由现场放映获奖

影片片段代替。

此外，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学

院校委员会主任、理事会理事长侯光明，挪威电影学院

国际部负责人、斯堪的纳维亚电影管理委员会委员达

格·阿斯比约尔森，北京罗马尼亚文化中心项目专员埃

列娜·拉库，北京丹麦文化中心周杨洋，以及影片《真

空》《长睫毛的劳瑞》《飓风小队》《秘密原料》《家

庭》《西小河的夏天》的主创团队也出席了闭幕式。

最后，主持人吴冠平教授感谢了本届“注目未来”

所有参展影片的代表，感谢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各院系

校外的志愿者，今年“注目未来”国际影展的成功举办

离不开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他们是每项活动顺利进行

的重要保证。文 / 本报记者 冯迪



9 声音
VOICE

世界电影人眼中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于昨日盛
大闭幕，在这场为期八天的电影
盛宴中，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汇
聚于此，交流、探索电影的发展。
北影节作为提供交流的平台，也
得到了世界友人的认可与赞扬。

斯蒂芬·劳丁
华沙国际电影节主席

七年前的第一届就是一场盛会，北影节如今已经在

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极大的关注，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国

际性电影节。这次我带着我们能想象到的最高级别的波

兰电影代表团来到北京，可见我们对北影节的重视。

科洛·莫瑞兹
美国知名女演员

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我觉得

北影节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工作者，一扇了解中国的

窗户和了解中国电影市场的平台。因为我此前大部分时间

都主要在好莱坞工作，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近年来以中

国电影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好莱坞的影响日渐加深。

安娜·乌鲁沙泽 
“天坛奖”获奖影片《惊慌妈妈》导演

我很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能够如此重视我的导演

处女作，此次能够入围主竞赛单元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这也让我对未来继续从事电影创作工作充满信心。北

京电影节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中国电影人对青年导

演充满重视，这让我格外地心存感激。

克里斯·戈弗雷
澳大利亚资深电影制作人

对于北京国际电影节来说我还是一个新人，但当我

看到本届电影节相关论坛及有关活动，我顿时感到自己

参加了一次专业性极强的电影节，很多在电影行业不同

领域的顶尖人物借此机会济济一堂，我相信我会因此

次机会收获颇丰。我也会努力寻找在未来同中国电影人

合作的机会。

伊莎贝尔·于佩尔
法国著名女演员

去年我就曾经来到中国参与了不少电影交流活动，

中国观众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虽然这一次只能在北

京电影节作短暂的停留，但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我希

望未来能够有更多时间，参与未来更多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的相关活动，更好通过这扇大门了解中国文化与亚

洲文化的独特魅力。

伊莎贝尔·戴维斯
英国电影协会国际部总监

我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在这里我看

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多样性和专业性。我参加了许多

非常精彩的活动，有一些关于商业的绝妙的讨论，听到了

许多国际电影人非常专业的观点。

詹恩·凯兹梅利克
波兰作曲家

从总体上讲，北京电影节对整个世界都有着积

极的影响，评委会的评委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人。

我很高兴参加本届国际电影节，也很喜欢中国，到

这儿来真的非常棒。

乔纳森·莫斯托
美国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我认为北影节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非常好的

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在北影节结束时也许会带走

一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观点，不同人群观察到的不

同层面的问题。我想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也许我做

的某一部电影就是受到了这次电影节的影响。这也是

我认为电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能让我们带走不同

的观点，能让我们在脑中思考。我能感受到这里有一

种对电影的热情，这很令人兴奋。我觉得北影节很有

趣，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的电影。我非常荣幸

能够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优秀电影在电影节展出，

我感触良多，中国人的热情很能够激发出他们对电影

事业的热爱。



我带着最高级别的
波兰电影代表团来到北影节

斯蒂芬·劳丁是北影节的常客，今年是他第七次来到

这里：“我认为这是我参加的最棒的一届北影节，虽然

北影节举办八届我来了七次，但这一次很特别，因为这

次不光是我自己，还有 14 名波兰电影从业者同我一起来

到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有电影在此

展映的波兰电影人，一些带着与中国电影人合作目标而

来的波兰制片人，最重要的是，波兰电影协会会长与波

兰电影委员会会长也来到了此次电影节。这是我们能想

象到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了，可见我们对北影节的重视。”

他表示北影节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已

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如果要说哪些方面还需要提高，

他觉得如果再增强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与中国本地电影从

业者间的交流与沟通就更好了，“北影节已经为世界电

影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像我们波兰电影代表

团来到这里会参加一些提前安排好的活动和论坛，让我

们与中国专业的电影人和电影公司进行对话与沟通，甚

至谈论合作的一些事情。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电影从业者

都梦想着有这样的机会，但并不是谁都能得到。我已经

参加北影节七次了，我了解整个电影节的运作方式，也

有认识的人可以联络，但对于一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电

影人，要想获得这些交流的机会是很难的。我期待看到

中国电影人或电影公司与来参加电影节的世界各地的电

影从业者有更多更紧密的交流机会。”

拭目以待
希望开启中波电影新纪元

谈到对北影节的期待，斯蒂芬·劳丁说：“我的期

待就是来这里见到中国专业的电影从业者并与他们沟通

交流，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

高品质的会谈，这让我十分高兴。但我也不知道之后会

发生什么，谈话时大家感觉非常不错，但活动结束后大

家会回到日常生活中，会重新看待或审视之前的一些项

目，但我还是很乐观的，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所

以很期待之后事情的发展。我对于在北影节参加的这些

活动感到很满意。”

说到北影节举办的专业电影论坛，劳丁说：“我们

大多是与一些中国本土的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的代表一

用现代电影语言讲好一个好故事
就是我对好电影的定义

起进行的，谈论的内容范围很广，但大多是关于合拍方

面的。”他还表示自己在这里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谈论

了一些他们正在进行的电影项目：“做这些必要的社交

其实很重要，因为要想在不同国家间进行电影产业的合

作，你必须要去到那个国家，和那里的电影人进行沟通

交流，否则的话没有办法达成合作。合拍是需要有故事

的，需要中国和波兰之间的故事。有越多的波兰民众来

到中国、越多的中国人去到波兰越好，因为当人们相遇

的时候，才会产生好故事。虽然我们与中国电影人的接

触还是不够多，但我知道这次来到北影节的是我们波兰

最重量级的电影代表团，所以没准这是一个起点，没准

会开启中波电影的新纪元，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的最爱
贾樟柯与安杰伊·瓦伊达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中国电影人，劳丁毫不犹豫地说：

“我最欣赏贾樟柯，我觉得他是捕捉当代中国的时代精

斯蒂芬·劳丁：

10 人物
PEOPLE

斯蒂芬·劳丁从 1991 年开始担任波兰华沙国际电影节的主席，至今已有 27 年了。他在举办国际电影节方面很在行，北影节策划之初
他就曾向组委会分享过自己的宝贵经验。他表示七年前的第一届就是一场盛会，北影节如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极大的关注，是
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性电影节。

神方面是最出色的、最具洞察力的导演。他几年前去波

兰拜访过我们，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

对于此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的电影，他表示自

己这些天一直在参加会议和论坛，没有时间走进影院欣

赏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

波兰诞生过许多优秀的电影人，而导演安杰伊·瓦

伊达永远是斯蒂芬·劳丁心中最爱的电影大师：“他的

电影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遗憾的是他两年前去世了，

但他留下的电影作品会一直陪伴着我们，不会随着时间

消逝。”当记者提到自己也很喜欢安杰伊·瓦伊达的作

品《灰烬与钻石》时，他马上接到：“《灰烬与钻石》，

瓦伊达 1958 年的作品，我也很喜欢。” 斯蒂芬·劳丁

将瓦伊达的电影作品上映时间都记得如此清楚，可见瓦

伊达在他心中的地位。

当被问到华沙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标准时，劳丁先生

回答说：“我们的标准是能用现代电影语言讲好一个故

事，这也是我对好电影的定义。”

采写 / 本报记者 庞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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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出走
被拍成悬疑片

《惊慌妈妈》是一部女性电影——女导演、女主演，
讲女人发现、修复自我的故事。全片呈现出一个女
人在稳固僵死生活中挣脱，以及伴随其中的惶惑不
安，却毅然决绝的姿态。本片贵在拍出了女性觉醒
过程中的敏感脆弱、环境的逼仄压抑、旁人的施压。
这让影片带上了清醒、敏锐的女性观察和思考。

玛娜娜在一个清冷的早晨醒来，这是无数个平凡日

子里的一天：买菜、看看睡梦中的孩子、收拾房间，然

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但玛娜娜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职业作家，

甚至比同是作家的丈夫做得更好：

比如习惯在手臂上记下乍现的灵光一闪，不在意自

己的衣着、身材，不喜派对……一切只因“我没有时间

想这些事”。

比如在浴室墙面上看到一对亲吻的情侣，一个发

髻高高束起的女人背影，总在梦中出现的红发羽衣路

人……她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通通放进小说。

终于有一天，一个自称出版人的老人拿着她的手稿

找到家里，当众宣布：这是天才之作。

丈夫却认为：书中充满了下流、色情、仇恨的情绪，

甚至烧掉了妻子的手稿。

之后，事情开始失控。

先是玛娜娜在饭桌上无名发火，后离家出走，跟踪

出版人发现自己的作品其实一文不名……

写作为玛娜娜封闭单调、日复一日的生活打开一扇

窗，也逼她“走火入魔”，抛弃家人和至少安稳和谐的

生活。

父亲一边读女儿手稿，一边抽丝剥茧地为女儿解惑：

你是在写自己，爱的匮乏让你变成了今天的魔鬼。

谁敢说不是呢？ 

如果有一个心意契合的丈夫、一对关爱有加的父母，

难保她不会安心做一位安详的妇人。

当年信誓旦旦“出走的娜拉”、争取“一间自己的房间”

写作的伍尔夫，也无不是缺乏一个爱与关注的环境。

因为匮乏，所以挣脱的动作更为激烈——其实，故

事的结尾早已写好。

而影片妙在，女导演安娜·乌鲁沙泽对细腻独特的

女性体验，有着独到的表达：

当事人在写作状态中的恍惚、游移、没有目的地漫游、

寻找，自己稳固态逐渐支离破碎。

这一过程中不时穿插毕毕剥剥的爆破声；

这些无处不在的威胁和监视，让女性探寻心理真相

的过程充满悬疑基调，甚至惊悚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惊慌妈妈》是导演安娜·乌鲁沙

泽处女作。这个 90 后导演凭此片一举获得第 70 届洛迦

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第 23 届萨拉热窝电影节

最高奖——“萨拉热窝之心”最佳影片奖和第 1 届平遥

国际电影节影展最受欢迎影片。

在昨晚的“天坛奖”颁奖典礼上，《惊慌妈妈》获

得最佳影片奖，剧中玛娜娜的扮演者娜塔·墨文耐兹获

得最佳女主角奖。

导演安娜·乌鲁沙泽初出茅庐便拍摄锋芒之作，这

位年轻女导演的未来可期。

文 / 本报记者 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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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献给
从你身边溜走的那个人
每年北影节都会有大量曾经上映过的佳片在“北京展映”单元中重新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散发出独特的光彩，今年也不外如是。《独

自等待》可能是这次“北京展映”里最轻松有趣的电影之一了。

影片讲述了现代都市里一群年轻人的故事，描绘出一

幅现代都市的恋爱图景，亲切而又真实。

男主角陈文和好友共同经营着一家古董店，但他有着

自己的写作梦想。同时，他还等待着一个真正的爱人的到

来。一次，陈文偶遇想要变成名演员的刘荣，她完全符合

陈文理想爱人形象，一下击中了他的心。在几名好友的怂

恿和所谓专家的意见之下，陈文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

求刘荣，但很多方式起到了反效果。就在这段时间里，陈

文的青梅竹马，也是古董店合伙人的妹妹李静的心迹也逐

渐表现出来，但神经大条的陈文并未发现身边人的心意，

只把李静当成最好的哥们儿。

影片导演伍仕贤的作品并不多，这部《独自等待》可以

说是他最精彩的作品。尽管当年上映时票房并不理想，但

这部影片的音像制品的销量，却意外在2005年10月、11月

两个月的国产影片销售排名中名列第一和第二，并在2006

年春节黄金时间段全国电视首播收视率排名中位居第一。

这部影片虽然不是大制作，但片中演员都为人所熟

知。男主人公陈文由夏雨饰演，夏雨并不是一名高产的

演员，但他所饰演的角色都与他本人有一定的贴合性，这

让他的表演为影片的真实感提供了保障。剧中陈文的女

神——刘荣由李冰冰饰演。陈文的青梅竹马李静，由导演

的妻子龚蓓苾出演，她同导演多次合作，也是导演前几部

作品的女主角。除此之外，高旗、高亚麟，以及导演伍士

贤也在片中奉献了精彩表演。

这部片子的本质是浪漫主义的，作为“彩蛋”真实出

现在片中饰演自己的周润发、陈羽凡等人就佐证了这一

点。但同时，它又有着现实的底色，展现出了北京都市青

年的生活样貌，更展现出当代都市青年的情感状况。

片中人物最可贵之处在于真实，这部影片在讲述的故

事与你我之间毫无隔阂，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能感受到非

常多的共鸣。同时故事也不复杂，主要线索虽然是爱情，

但同时也有着几个年轻人关于梦想、关于生活的态度和

追求。这部影片是年轻的颜色，是复古的颜色，更是美好

的颜色。

《独自等待》这部片子并不沉重，不会带给你这样或

那样的深思，但是可以给你一场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

在看完之后让你在其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然后审视自

己，回味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

文/本报记者 刘高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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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满未知
让“科技单元”佳片为你答疑解惑

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面对浩瀚的宇宙，似乎有着无穷尽的知识等待人类去探寻。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大特色板块，“科
技单元”旨在进一步推动公众理解科学、感受电影科技魅力。本届“科技单元”展映，从全世界精挑细选了 36 部优秀特效影片，其
中有 3 部是全球首映，9 部是亚洲首映，7 部是国内首映。本次展映于 4 月 5 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 5 月 6 日，让广大观众朋友可

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尽享科技魅力。

格式：巨幕 数字 3D

片长：40 分钟

国别：中国

出品时间：2016 年

提交单位：北京上造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格式：巨幕 数字 3D

片长：40 分钟

国别：美国

出品时间：2018 年

提交单位：圣瞻影业

由奥斯卡获奖者摩根·弗里曼配音的影片《美国音

乐之旅》带领我们与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歌手和歌曲作家

艾罗·布莱克一起重走其生活和成长之路，体验美国音

乐的多元发展。重返经典音乐的发祥地，体验音乐的传

承、创新、发展以及音乐对生命的激励、带来的美好。

格式：4D 数字

片长：12 分钟

国别：比利时

出品时间：2017 年

提交单位：圣瞻影业

孤独少年亚当开始寻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进入森

林深处后，亚当发现一个难以置信的现实——他的父亲

居然是大脚怪。正当他们享受父子团聚的美好时光时，

又不得不面对两位偷猎者的威胁。于是大脚怪父子与森

林中奇妙的动物们一起，展开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探险。

格式：巨幕 数字 3D

片长：32 分钟

国别：澳大利亚

出品时间：2017 年

提交单位：圣瞻影业

这是一次从太平洋深处到太空深处的探索之旅。利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带领观众从炽热的火星表面到

冰冷的木星和土星，再到夏威夷极端的熔岩地带和深海

下的高温温泉的极端环境，与太空生物学家们一起探寻

生命生存的线索。本片令我们再次审视诸如“我们是从

哪里来的”“我们如何到达的地球”“是否只有地球上

有人类”等问题。

格式：球幕 数字 2D

片长：24 分钟

国别：波兰

出品时间：2017 年

提交单位：

K2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格式：巨幕 数字 3D

片长：40 分钟

国别：英国

出品时间：2018 年

提交单位：

BBC 环球公司

《地球你好！》
Hello Earth!

《海洋》
Oceans

《大脚怪之子》
The Son of Bigfoot

《阿良的长征》
Aliang's Long March

《探寻外太空生命》
The Search for Life in Space

《美国音乐之旅》
America's Musical Journey

影片将带你走过通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你将飞越神秘的巴别塔，看到拉斯科洞穴里的第一个象

形画——英格斯，参观约翰斯古腾堡，参观超现实主义

图书馆，见证历史上第一部电话的诞生，看到互联网的

开端和旅行者号的发射升空。你将沉浸在太空环境中，

说不定你会听到有人也在找你呢。

从冰冻的南极洲海岸，到布满珊瑚礁的热带温暖

水域，影片将与观众分享不同寻常的新发现。了解富

饶的近海海域之后，又进入浩瀚无边的蓝色远海，在

那里与一群拥有杰出生存本领的海洋动物谋面。最后，

潜入充满未知的神秘海洋深渊，那里的生物可谓是“外

星来客”。

文 本报记者 / 陈之鑫

《阿良的长征》是一部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电影。

通过一个红军小战士的亲身经历，将长征路上最著名的

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血战湘江等情景做了集

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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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收官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全球重量级影人纷至
沓来，在红毯上留下一片耀眼星光。

赵雅芝携爱子黄恺杰亲密亮相北影节闭幕式红毯▼

国际著名影星伊莎贝尔·于佩尔亮相▼

佟丽娅回眸一笑百媚生▲

▲黄渤与处女作《一出好戏》剧组红毯留念

实力派女演员黄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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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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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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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走
上
红
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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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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