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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盛宴 相约北京
An Illustrative Feast Under

Light and Shadow in Beijing

4月16日拍摄的开幕典礼现场。当日，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开幕。 摄影/新华社记者 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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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盛宴相约北京
4月16日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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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怀柔区国家

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举办。开幕典礼深入探索了电影与北京的灵魂，让古老北京与电影传奇进行了一场跨越时间、空间的深情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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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宣传部

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党组书记、局长、国家版权局局

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主席聂辰席作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

市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主席蔡奇宣布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开幕并祝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圆满成功。出席昨晚开

幕式的领导还有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常务副主席李伟，中共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景俊海，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常务副主席童刚，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党组成员、电影局局长、第

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

席张宏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党组成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

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常务副主席王庚年，北京市副市

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常务副主席王宁，北京市政府

秘书长李伟等领导。领导们盛赞

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大气，电影

节开幕式很精彩很成功。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

中，“七”这个数字都拥有着特殊

的含义。已经走过七年的北京国

际电影节，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影

坛最受瞩目的盛事，不仅为全世

界电影大师华山论剑提供了盛大

舞台，更成为全世界电影爱好者

心目中的观影胜地，展现出首都

北京“文化之都”、“创意之都”的

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电影节

的开幕式摒弃了传统开幕式的典礼

思路，在精美、专业的电影盛宴中，加

入密切围绕电影主题的情怀及思考，

打造了一台具有“电影情怀、北京味

道、中国风范、全球视角”的晚会。

全球影人齐聚电影节红毯
担任本次开幕式主持人的是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栗坤和电影频

道主持人蓝羽，吴大维担任特邀嘉

宾。开幕式当晚群贤毕至、星光熠

熠。红毯上，来自全球的重量级明

星与知名影人的亮相给开幕式增

添了一份耀眼的光彩。开幕式上，

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两

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一次奥斯

卡最佳外语片奖获得者，丹麦导演

比利·奥古斯特携中国香港女导演

张婉婷、意大利著名制作人保罗·

德尔·布洛科、中国女演员蒋雯丽、

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美国导

演罗伯·明可夫以及法国演员让·

雷诺全阵容出席，评委会的巅峰规

格和超高水准令人惊叹。

同时，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埃米

尔·库斯图里卡、印度知名导演、演

员阿米尔·汗、中国台湾导演张艾

嘉等全世界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

的电影大师也汇聚一堂，共同欢庆

这一年一度的世界电影文化盛宴。

而前来参加开幕式红毯的国

产片剧组则显示出中国电影蓬勃

发展的势头。这个春天，电影在

北京光华绽放，北京为电影传续

辉煌。《建军大业》剧组的喇培康、

韩三平、江平、于冬、刘伟强、黄建

新、刘烨、朱亚文；《天兵女特警》

剧组丹尼·伯恩；《西游记之女儿

国》剧组郭富城、林志玲、冯绍峰、

赵丽颖、小沈阳；《坑爹游戏》剧组

汪东城；《喵星人》剧组陈木胜；

《六人晚餐》剧组章家瑞、窦骁、张

钧甯、吴刚；《烽火芳菲》剧组刘亦

菲；《毒·诫》剧组刘青云、江一燕；

京剧电影《赵氏孤儿》、《穆桂英挂

帅》、《勘玉钏》、《乾坤福寿镜》、

《谢瑶环》剧组；《捉妖记2》剧组许

诚毅；《泡菜爱上小龙虾》剧组陈

德容、苑琼丹、元华；《相爱相亲》

剧组张艾嘉、田壮壮、谭维维；《酥

油》剧组朱珠；《我说的都是真的》

剧组刘仪伟、小沈阳；《吸血鬼日

记》剧组伊恩·萨默海尔德；《七十

七天》剧组江一燕；《摔跤吧！爸

爸》剧组阿米尔·汗；《龙之战》剧

组刘佩琦、曹云金；《胡杨的夏天》

剧组潘长江；《荡寇风云》剧组赵

文卓；《鲛珠传》剧组王大陆、张天

爱；《谁是球王》剧组张斌、韩乔

生；以及《不期而遇》、《残酷的青

春》、《极速捕手》、《兄弟别闹》、

《艺术也疯狂》、《家族时光》、《拯

救汪星人》、《巴乌巴乌》剧组。

与此同时，入围本届“天坛奖”

的来自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

部影片，也在开幕式现场进行了集

体亮相，其卓越的思想性、艺术性、

商业性不仅展现了本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超卓气质，更得到了全世

界影迷的共同称赞。 （下转3版）

本版供图/新华社（除署名外）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幕

展映、论坛、嘉年华、音乐会等众多活动逐次展开

关晓彤（右）与挪威亚历山德鲁乐队成员合唱

舞蹈《千手观音》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谭维维在开幕典礼上演唱《陌上花开》

北京市市长蔡奇宣布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蓝羽（左）、吴大维（中）、栗坤主持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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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创意超越以往 彰显电影节新高度
北京国际电影节，是倡导美美与共的艺术

舞台。当北京与电影牵手，千年古城与百年艺

术的相遇，注定将创造出惊艳世界、跨越时空

的美好。而如何超越以往的开幕式，打造全新

的视听盛宴，不仅是对开幕式导演组的一大考

验，更是影迷们翘首以盼的悬念。本届开幕式

的节目则奉献了三个超越与创新，给全球观众

送上了一份惊喜。

首先是新视角。电影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艺

术形式，不仅因为银幕上的流光溢彩，更取决于

银幕后的“大师、大众、大市场”。本届电影节开

幕式，全面围绕“大师、大众、大市场”的宗旨，在

“感人”和“好看”的设计下，体现出北京国际电

影节独特的思想高度和创意深度。

其次是新氛围。所有表演和表达环节均紧

扣电影主题，同时高度强调“北京气质”对现场

视听氛围的融合和融入，让仪式过渡环节变得

生动而流畅。这一创新，也在晚会直播的过程

中，获得了现场与电视机前观众的一致好评。

第三是新温度。在本届开幕式晚会上，无

论从现场还是荧屏上，温暖都是带给观众最直

观的感受。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暖设计，如四月

北京的春风，春风化雨，轻拂人心。

跨界明星唱响青春气息
直播过程中明星带来的歌舞表演，展示出

北京的青春气质与时尚气息。开幕式序幕为

童声合唱《北京邀请你》，随后是山东莱州中华

武校的舞蹈《鼓舞东方》。当红“北京小花”关

晓彤和挪威亚历山德鲁乐队配搭，带来洋溢青

春活力的影视歌曲串烧：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主题曲《小幸运》、《功夫熊猫3》主题曲《Kung

Fu Fighting》以及电影《甜蜜蜜》同名主题曲

《甜蜜蜜》。他们的搭配组合充满新鲜感，活力

四射的演唱更是“燃爆”全场，不仅充分体现出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将电影节的节日氛

围渲染得酣畅淋漓。

著名唱将谭维维则带来了唯美浪漫的电

影歌曲《陌上花开》。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

是张艾嘉导演2017年6月即将上映的新片

《相爱相亲》的主题曲，此次正是借助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舞台，完成面向全球的首次呈现。而

歌曲的名字更是紧紧契合此刻北京的大好春

光，北京正在用满城怒放的花海，邀请全球电

影迷们共赴盛宴。而舞蹈《墨魂》、《千手观音》

也让人叹为观止。毛阿敏的歌曲《我在你的世

界里》让全场观众动容。

纵观这次开幕式，这是第一次在中影基地举

办，精彩的节目让现场的观众回味无穷。特别是

自创的舞蹈《墨魂》，尽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这次开幕式整体大气磅礴，不仅展现了电

影艺术的魅力，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特色，更重要

的是，它既有国际视角，又有中国风范，更突出了

北京的文化味道，是一次成功的开幕式。”与会的

领导们的这样称赞。

扶持华语新生力量

新导演处女作当选开幕影片
开幕式上，还介绍了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幕影片《喜欢你》，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

选择新生导演处女作作为开幕影片，彰显了电

影节对于华语电影新生力量的大力扶持。

《喜欢你》由陈可辛、许月珍监制，许宏宇

执导，金城武、周冬雨、孙艺洲、奚梦瑶等联袂

主演，讲述了金城武、周冬雨饰演的一对不搭

调男女因美食结缘的奇妙爱情故事。该片于4

月8日率先揭幕北影节展映单元。一经放映，

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引起了北影节组委

会的高度关注。组委会决定，在众多优秀的中

外新片中选定《喜欢你》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

影节的开幕片，向更多观众推介这部优质国产

影片，鼓励中国电影行业重视品质、多出精品。

成功开启电影节帷幕

佳作云集展现电影新气象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核心内容，“天坛

奖”一直秉承“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核心价

值理念，坚持“共享资源,共赢未来”的主旨。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坚持“天坛奖”评奖的

定位和目标，汇聚全球顶尖大师担任评委，不

断延续和强化了“天坛奖”在业内形成的良好

口碑和品牌影响力，把评奖工作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充分表达北京电影、中国电影与全

球电影交流对话、互利共赢、共同促进世界电

影和谐发展的美好理想。

本次入围“天坛奖”的15部佳作，是从来

自六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的424部报名参

评影片中，经过五轮筛选评比而出。影片题材

丰富、类型多样、风格各异，展现了当今世界电

影的最高水平，凸显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特

气质。这批佳作的集中亮相，也让观众对于

“天坛奖”最终花落谁家充满期待。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晚会的举办，标

志着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全面启动。接

下来，2017年“天坛奖”将进入正式评奖阶

段，各项大奖花落谁家将成为全世界影迷最

关心的热点。而“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中国

电影发行高峰论坛”、“电影科技国际论坛”、

“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聚焦意大利”单

元、纪录单元等电影节系列主题活动的陆续

开展，将会把四月的北京，打造成为一座名副

其实的光影之城，在这个芳菲满城的四月，北

京再次向全球影人发出邀请——春天，来北

京看最好的电影！ 采写/本报记者 肖扬

（上接2版）

塞尔维亚国宝级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中国著名女演员江珊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国际影星让·雷诺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摔跤吧！爸爸》导演涅提·蒂瓦里，主演阿米尔·汗（右）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著名导演田壮壮（左一），著名导演、演员张艾嘉（左三）等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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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

val (BJIFF), hosted by the State Ad-

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P-

PRFT) and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organized

by Film Bureau of the SAPPRFT,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

sion, Huairou District People's Gov-

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Bei-

jing TV Station (BTV) and China

Film Studio Co., Ltd., was held in the

State Production Base of China Film

Group in Huairou District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16.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Nie

Chenxi, Vice Minister of the Publici-

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Minister of the SAPPRFT,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airman of the Orga-

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BJIFF, delivered an enthu-

siastic speech. Cai Qi,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yor of Beijing, and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

mittee of the 7th BJIFF, declared the opening of the 7th

BJIFF. Leader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Opening Cer-

emony in the evening include Li Wei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

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BJIFF), Jing Junhai (Vice Min-

ister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Tong Gang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Vice Minister of the

SAPPRFT,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

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BJIFF), Zhang Hongsen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SAP-

PRFT,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Film Bureau of the

SAPPRFT,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

mittee of the 7th BJIFF), Wang Gengnian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SAPPRFT, Presi-

dent of CRI,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

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BJIFF), Wang Ning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BJIFF), and Li Wei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etc.

This year's Opening Ceremony abandoned tradi-

tional ways, added film theme sentiments and ideas to

the splendid and professional film feast, and presented

the audience an evening gala with "film feelings, Beijing

style, Chinese style, and global vision".

Global Filmmakers Shined at the Red Carpet
The star-studded Opening Ceremony was presid-

ed over by Li Kun, hostess of Beijing TV Station and

Lan Yu, hostess of CCTV Movie Channel. and David

Wu as the special guest host. Danish director Bille

August, winner of two awards of Golden Palm at Cannes

Film Festival and on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 and the Jury President of Tiantan

Award, Hong Kong director Mabel Cheung, famous

Italian director Paolo Del Brocco, Chinese actress Ji-

ang Wenli, Romanian director Radu Jude, American

director Rob Minkoff, and French actor Jean Reno-

made a grand appearance, showing the high stan-

dards of the jury.

In addition, world- leading filmmakers like Serbian

director Emir Kusturica, Indian director and actor Aamir

Khan, and Taiwan director Sylvia Chang also attended

the grand event.

Catering to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s, lots of influential crews made a splendid appear-

ance at the Red Carpe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cluding La Peikang, Han Sanping, Jiang Ping, Yu Dong,

Liu Weiqiang, Huang Jianxin, Liu Ye and Zhu Yawen

from Founding of the Army; Dany Boon from Raid

Dingue; Jean Lau and Jiang Yiyan from Dealer Healer;

crews from The Chinese Orphan, Mu Guiying Assum-

ing Command, The Story of the Jade Bracelet, The Mir-

ror of Fortune and Xie Yaohuan; Vivian Chen, Kingdom

Yuen and Yuen Wah from My Kitchen Lover; Ian

Somerhalder from The Vampire Diaries; Aamir Khan

from Dangal; Pan Changjiang from A Journey for Love;

Vincent Zhao (Zhao Wenzhuo) from God of War;

Zhang Bin and Han Qiaosheng from Who is the King;

and crews from Come Across Love, Please Please

Please, and The Big Rescue, etc.

More Originalities in Show Than Ever Before to

Take the Film Festival Ever Further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an art platform

that advocates the core value idea of“Beauty in Variety,

Harmony inDiversity”. The programsof theOpeningCer-

emony featured three transcendences and innovations.

The first is New Perspective. The reason that film

has become a great art form is not only due to ambilight

on screen, but also dependency on“Master, Mass,

Market”behind the screen.

The second is New Atmosphere. All performances

and expression sections kept to the point of films and

highlighted the integration and inclusion of“Beijing Cha-

risma” into the on- site audio- visual atmosphere,

hence presenting a vivid and smooth transitional ses-

sion of the ceremony.

The third is New Temperature Sensation. Warmth

is what this year’s Opening Ceremony brought to the

audience in the most intuitive manner, be it on the

scene or on screen.

Crossover Stars Sing for Youth
Songs & dances performed by

stars showed the youth and fash-

ion of Beijing. Traey Miley (Guan

Xiaotong), a native young actress

joined hands with a Norwegian new

popular band to bring the audience

a medley of energetic film theme

songs, including “Little Luck” for

Our Times,“Kung Fu Fighting”for

Kung Fu Panda 3, and self- titled

theme song“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

Well- known Chinese singer

Sitar Tan (Tan Weiwei) sang a ro-

mantic song called "Blossoming

Flowers on the Pathway". The

song is the theme song of Love

Education, a new film directed by

Sylvia Chang to be released this

June. The performance aimed to

present the film to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the stage of BJIFF.

Directorial Debut Selected as Opening Film in

Support of New Chinese Filmmaker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This Is Not What I

Expected was introduced as the opening film of the

7th BJIF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debut film of

a director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opening film,

showing the festival's strong support to new Chinese

filmmakers.

Supervised by Peter Chan and Jojo Hui, directed

by Derek Hui, starring Takeshi Kaneshiro, Zhou

Dongyu, Sun Yizhou and Xi Mengyao, This Is Not

What I Expected tells a fantastic love story of a man

(played by Takeshi Kaneshiro) and a woman (played

by Zhou Dongyu) brought together by food. The Film

Panorama of BJIFF 2017 opened with the film on April

8, receiving strong response and high praise from the

audience, and drawing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Orga-

nizing Committee.

BJIFF 2017 Kicks off, Great Concentration of

Masterpieces Shows New Look of Films
As the core of BJIFF, Tiantan Award has inherited

the core values of "Beauty in Variety, Harmony in Diver-

sity", and upheld the purport of "Sharing the Screen,

Shaping the Future". BJIFF 2017 stuck to the orientation

and goal of Tiantan Award, invited world masters as

judges, continued and enhanced its great reputation

and brand influence in the industry.

The 15 outstanding films shortlisted for Tiantan

Award stood out of 424 entries from 59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six continents through five rounds of selec-

tion. With rich subjects, diverse types and distinctive

styles, they show the highest level of world films and the

uniqueness of BJIFF.

The Opening Gala of BJIFF marks the begin-

ning of BJIFF 2017. Next, Tiantan Award 2017 will

enter the review stage. Events during BJIFF 2017,

such as Sino- Foreign Film Co- production Forum,

China Film Distribution Summit, International Digital

Cinema Technology Forum, Summit on the Beauty

of Film, Focus on Italy Section and Documentary

Section, will make Beijing a real city of light and

shadow in April.

7th BJIFF Unveils Its Cu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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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北京，共同迎来了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的开幕。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向“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

席和各位评委，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电影人和电

影机构，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嘉宾，向多

年来关心支持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发展的朋友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文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

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电影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电影繁荣发展、多出精品力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年3月，我

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为进一步推动电影产业科学

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京国际电影节自2011年创办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定位，

始终秉承“共享资源、共赢未来”的活动宗旨，展示光影魅力，

凝聚电影力量，培育电影新人，繁荣电影文化，已经发展成为

国际性、专业性、创新性和高端化、市场化的国际电影盛会和

北京的文化新地标。本届电影节共有424部影片报名参加

“天坛奖”评奖；组委会还从105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展的影

片中，精选近500部影片参加“北京展映”单元，这充分显示

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愈来愈强的吸引力影响力。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发展提升，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得益于北京市的高度重视，得益于

北京市良好的政策环境，得益于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北京

国际电影节成长历程，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中国电影业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创作活力持续增强，主

体更加活跃，电影市场生机盎然。2016年，全国生产电影故

事片772部；全国电影总票房492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达13.72亿；电影银幕数已超过4.3万块，跃居世界第一，中

国电影继续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在进一

步加快中国电影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和

加强中外电影交流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

共同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电影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电影也为北京这座历史悠

久的古都增添了青春光彩！希望国内外电影界的朋友充分

利用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启迪思想、碰撞智慧、深化合

作、促进共赢，共同谱写电影繁荣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最后，预祝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祝各位来

宾在北京生活工作愉快！谢谢大家！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Good evening!

Tonight, we get together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the

opening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BJIFF）. On behalf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BJIFF, 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the

president and members of Tiantan Award Jury, to film

artists, filmmak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film institu-

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goes to all guests and friends present tonight for your

great support to the BJIF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

nese film industry over the year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Com-

rade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s been paying high atten-

tion to literature and art. In his important speeches de-

livered at the CPC’s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as

well as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CFLAC) & the 9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CWA), General Secre-

tary Xi Jinping mad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film un-

dertaking for several times,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the Chinese film commu-

nity to follow. It has injected great vitality into the film in-

dustry and boosted more fine works. This March, Film

Industry Promo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na has entered into effect, providing even stronger sup-

port for the scientific and moder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film industry.

Since its outset in 2011,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earnestly implemented the guidelines and

police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centered on the cul-

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up-

held the mission of“Share the Screen, Shape the Fu-

ture”, and developed itself into an international film gala

featu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inno-

vation & high- end and marketization and a cultural

landmark of Beijing by exhibiting the charm of films,

gathering the strength of films, training new filmmakers

and invigorating the film culture. At this year’s BJIFF,

the“Tiantan Award”received a total of 424 submis-

sions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elected nearly

500 films from 105 countries and regions for Beijing Film

Panorama,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ncreasingly

strong appeal and influence of the BJIFF.

The BJIFF owes its fast development to the great

concern from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

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close attention from and

the sound policy enviro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s

well as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all walks of so-

ciety. The BJIFF owes its fast development to the great

concern from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

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close attention from and

the sound policy environmen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s

well as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all walks of so-

ciety. The growth of the BJIFF is also a microcosm of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entered into a golden

era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witnessing increasingly

strong creativity,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various produc-

tion companies and a vibrant market. In 2016, 772 fea-

ture films were produced across China, with box-office

revenue totaling RMB 49.2 billion and admission of

1.372 billion. The number of screens in urban areas ex-

ceeded 43,000, ranking top in the world. Chinese film

industry maintains a sound momentum in its active and

wholesom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further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we will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films, striving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film in-

dustries in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Films make our life better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Beijing, an ancient capital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I hope

that friends from home and international film communi-

ties will leverage the platform of BJIFF to inspire one an-

other, exchange ideas, deepen cooperation, seek win-

win results, and build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 world film.

To conclude, I wish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 complete success! Wish you all a pleasant

stay in Beijing! Thank you!

聂辰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

组书记、局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主席） 供图/新华社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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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e August:Respect to Art Responsible for Tasks
Distinguished guests，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jur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for inviting us to this won-

derful festival.

I am so honored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 of

this year’s festival and I am sure,that we in the next 7

days will see some incredible films and some amazing-

performances.

In the jury, w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art, fairness and justice, watchevery shortlisted film, se-

lect the various awards and perform our duties in ear-

nest.

I’m sure that after seeing 15 different film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ur lives will beenriched. And in one

week, we will on this stage, announce where the 10

awards will go.

Let us wish this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

val a complete success.

Thank you!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也许，我的下一部电影就诞生在北京

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约。我非常喜欢中国，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和我的祖国一样神奇而

美丽的国度。此刻站在这里，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看到来自全世界的同行们，让

我更加体会到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和世界电影的生生不息。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各大电影节上，我就能频频遇到来自中国的影片和创作者，我们

一起分享荣誉，给予彼此启发。那时候，人们希望通过中国电影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

度。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且急速发展的

一部分。北京国际电影节给大家创造了良好的交流机会，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拥

抱世界。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设立了更多的展映、评奖、论坛活动，既是电影专业人士的高峰碰撞，

也是世界影迷们的盛宴。我们将在这里溯本求源，探讨电影的本质；更会在这里扬帆起航，共话

电影的国际化合作与发展。

我爱中国，这里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多灵感。而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我想

我能找到一些有关人性和神秘性的故事。也许我的下一部电影，就诞生在北京。

再次预祝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 供图/新华社

Emir Kusturica：
My Next Film May be Born in Beijing.

My special thanks go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ir invitation. I like China very much, and it is the

same myster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 as mine in my

mind. Now, I’m more aware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

nese film industry and the eternality of the world film，as

I see so many colleagu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gather her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ince the 1990s, in fact, I have often seen films

and filmmakers from China at film festivals where we

shared the honors and inspired each other. At that

time, people wanted to understand this time-honored

oriental country through Chinese film. In recent years,

we can witness a more international and diversified

film market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lmdom worldwide amid a rapi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BJIFF creat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to exchange,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nd in turn China to embrace a bet-

ter world.

For this year’s version, the BJIFF features more

screening, awards and forum events, representing not

only a place of wisdom collision between film profes-

sionals, but also a carnival for film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Here,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ource and explore

the nature of film. Even, together, we will set sail from

here to see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ment in terms of film.

I love China where the life inspires me so much. As

China is grown into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cono-

my, I believe I can find out a number of storie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mystique. Maybe, my next film will

be born in Beijing.

Again, I wish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

val a resounding success!

比利·奥古斯特：
尊重艺术 认真履职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晚上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评审团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诚挚邀请。

能够担任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我感到十分荣幸。我

相信在接下来的七天中，我们会观看许多精彩的影片，欣赏许多精彩的演

出。

评委会将遵循尊重艺术、公平公正的原则，观看每一部入围影片，评

选出各个奖项，认真履行职责。

我确信在观看完来自全世界的 15 部入围影片后，我们的生活将得

到最大程度的充实。

究竟10 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一周之后，答案将在这个舞台上揭晓。

让我们共同预祝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

谢谢！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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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奥古斯特（主席）
生于1948年，丹麦国宝级导演、编剧，上世纪

70年代进入丹麦电影学校电影导演专业学习。

1978年，他导演的处女作《在我的生活中》以凝练

的电影语言、对现实的深刻解析，为伯格曼之后单

调沉闷的北欧电影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从而在北

欧影坛崭露头角。1982年奥古斯特执导作品《儿

童之城》，这部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影片使他享誉

欧洲，第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7年他拍摄的影片《征服者佩尔》使他获得世界

级荣誉，该片于1988年夺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金

棕榈奖，并于1989年同时获得第61届奥斯卡金像

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1992年他的片子

《最美好的愿望》再次获得第4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

榈奖。2007年他执导的作品《再见巴法纳》获第

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的提名。

2015年他执导动作片《营救飞虎队》，该片由刘亦

菲、埃米尔·赫施主演。迄今为止，比利·奥古斯特

作为导演，一共拍摄了19部电影。

除了多次获得电影奖项，比利·奥古斯特作为

电影导演被授予丹麦和瑞典皇家骑士勋章和法国

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由比利·奥古斯特领衔的第

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

七位国际评委，分别来自丹麦、

意大利、罗马尼亚、美国、法国、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他们在本

国及所在地区电影专业领域具

有很强代表性，同时在国际上具

有很大影响力。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天坛奖”评委介绍

拉杜·裘德（评委）
拉杜·裘德，1977 年 3 月

28日生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2003年毕业于布加勒斯

特传媒大学导演系。 他曾执导

过多部短片，其中2006年的短

片作品《显像管》是史上获得奖

项最多的罗马尼亚短片；该片和他2007年的短片作品《亚

历山德拉》、2013年的短片作品《乌云》和2014年的短片作

品《它能穿墙而过》都获得了罗马尼亚戈波奖最佳短片奖。

拉杜·裘德的电影长片处女作《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

孩》拍摄于2009年，影片在罗马尼亚上映的时候已经获得

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国际艺术影院联盟奖、索菲亚国际电影

节的费比西影评人奖等奖项。2012年的作品《绝望老爸》

获得罗马尼亚电影戈波奖6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2015

年的《喝彩》获第65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6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并获罗马尼亚戈波奖最佳影片、最

佳导演等12项大奖。2016年的《受伤的心》获洛迦诺国际

电影节评委会奖。

让·雷诺（评委）
让·雷诺，西班牙裔法国演

员，1948年7月30日出生于摩

洛哥卡萨布兰卡。他12岁跟随

父母移居法国，17岁学习戏剧

表演，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

事舞台剧和电视演出。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让·雷诺开始在电影银幕上崭

露头角。1988年，他主演了由吕克·贝松执导的《碧海蓝

天》，这部备受好评的电影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让·雷诺，

并使他获当年的法国凯撒奖提名。1994年，让·雷诺在美

国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饰演杀手莱昂一角，随后他在

许多好莱坞电影中获得了成功。他也凭借在这部片中的

表演第二次获得了法国凯撒奖提名。这部片子被载入

美国电影史册，也使让·雷诺成为国际巨星。1996 年，

他参演了好莱坞电影《碟中谍》；2000 年，主演电影《暗

流》；2006年，参演电影《达·芬奇密码》。近几年，让·雷

诺还参演了《三星大厨》（2012 年）、《普罗旺斯的夏天》

（2014 年）、《日与夜》（2014 年）、《寻找幸福的赫克托》

（2014年）等影片。

此外，让·雷诺还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

章及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

法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级别荣誉。

保罗·德尔·布洛科（评委）
保罗·德尔·布洛科，1963年

出生于意大利罗马，身兼电影制作

人、新闻记者及大学教授身份。自

1991年起，保罗在意大利国家电

视台Rai工作。在其多年的职业

生涯中，曾就职于Rai 2 频道工

作，负责网络策划，隶属广播版权管理部门。1999年，成为

Rai电影制作公司影视制作和影片出售部门的经理。2000

年，Rai Cinema Spa公司成立，保罗负责新公司的金融、行

政以及管理工作。2007年，他担任Rai Cinema电影公司董

事长，并于2010年起担任CEO。在Rai Cinema电影公司，

保罗成功地发行了数百部影片，包括《凯撒必须死》（2012年）

以及《海上火焰》（2016年）两部影片，双双获得了柏林电影

节金熊奖。影片《大环形路》（2013年）赢得了威尼斯国际电

影节金狮奖。影片《生命之树》（2011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

的金棕榈奖。《格莫拉》、《现实》及《奇迹》荣获戛纳电影节评

审团大奖。影片《德州见》获得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

会大奖。另外，其发行的影片还多次在东京、洛迦诺、多伦

多、欧洲电影节和其他电影节上获奖。

张婉婷（评委）
张婉婷，出生于中国香港，

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英国文

学及心理学，并于英国布里斯

托大学修读戏剧及视觉艺术课

程，后获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

院电影硕士学位。1985年，她

凭首部电影《非法移民》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及

第30届亚太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秋天的童话》（1987年）

将她的事业推至另一高峰，此片囊括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电影及最佳剧本等四项大奖。1997年，她凭《宋家皇朝》

横扫台湾金马奖三项大奖及香港电影金像奖六项殊荣。

其后执导的《玻璃之城》（1998年）、《北京乐与路》（2001

年）及纪录片《龙的深度——失落的拼图》（2003年）同样

在各大影展载誉而归。

此外，张婉婷也监制了多部大受欢迎的电影，包括《七

小福》（1988年）、《我爱扭纹柴》（1992年）及《战神传说》

（1993年）。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创

作舞台音乐剧《电影之歌》，该剧夺得2006年度中国第四

届十大演出盛事最佳演出金奖。2010年监制电影《岁月神

偷》，获第60届柏林影展新生代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水晶熊

奖，及 201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

佳新演员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四项大奖。2015年，推出

由其执导、刘青云及汤唯主演的电影《三城记》，获香港电

影金像奖五项提名。

蒋雯丽（评委）
蒋雯丽，出生于安徽蚌埠，

中国影视女演员。1993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

作为一名演员，蒋雯丽所

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深受

观众喜爱。2002年，参演电影

《刮痧》，获得第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演员奖提

名。2003年，凭借电影《台湾往事》，获得第10届中国电

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07年，她凭借电影《立春》，

夺得第2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并于2009年

获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第5届中美

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以及第3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演

员奖。蒋雯丽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也是一位优秀的

导演。2010年，凭借其自编自导的处女作电影《我们天上

见》，获得第1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观众奖和第1届澳门国

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年，蒋雯丽被聘为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教授。凭借电影《最爱》，她提名了2011年第48

届金马奖和 2012 年第 31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

角。2015年，她出演电影《师父》，提名第52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罗伯·明可夫（评委）
罗伯·明可夫，1962年8月

11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的帕洛阿尔托。他的职业生涯

开始于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动

画部门，在那里他以角色设计

师、动画师、故事版画师和编剧

的身份，参与制作了《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等富有开创

性的动画电影。他执导的第一部动画长片《狮子王》便为迪

士尼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离开迪士尼后，罗伯·明可夫在

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合作中开始探索真人实景电影，并接

连拍摄了《精灵鼠小弟》及其续作《精灵鼠小弟2》，该系列由

吉娜·戴维斯、休·劳瑞主演，迈克尔·J·福克斯配音。2007

年，他来到中国执导了动作巨制《功夫之王》，由中国功夫巨

星成龙、李连杰联袂主演。该片在大陆和北美一经上映便拿

到了首周票房冠军，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最成功的合拍片之

一。他的最新3D电脑动画电影《天才眼镜狗》，取材于杰伊·

沃德的经典电视动画剧集，由梦工厂动画公司出品，泰·布利

尔、麦克斯·查尔斯、斯坦利·图齐、史蒂芬·科拜尔等人配

音。目前，罗伯·明可夫正与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合作拍摄一

部全新动画故事片——《刀锋剑客》。本片改编自梅尔·布鲁

克斯的经典作品《灼热的马鞍》，塞缪尔·杰克逊、迈克尔·塞

拉及瑞奇·热维斯等影星将为这部新作担任配音。此外，他

与乐视影业正在开发两个合拍项目：关于历史上第一次商业

间谍活动的动作喜剧动画——《蚕战》，以及对姜戎2004年

同名小说进行全新呈现的奇幻动画电影——《狼图腾》。

7开幕式·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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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晓天，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以下简

称合拍公司）总经理，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

影合作论坛”活动总负责人。

2011年以来，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

电影合作论坛”承办方，合拍公司已经陪伴北

影节走过了七个年头。娜塔丽·波特曼、托纳

多雷、徐克……“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的舞台上

星光熠熠，新锐电影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

“虽然北京国际电影节仅仅成立七年，但

成长速度非常快，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

电影节之一，并被业界广泛认可。可以说，北

京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业界电影人

交流、电影作品交易的重要平台。”苗晓天说。

7年来精诚合作 北影节越来越成熟
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七岁了。七年来，

北影节的舞台上举办过20多个论坛，但“中

外电影合作论坛”是唯一连续举办了七年的

论坛。早在第一届北影季，合拍公司就参与

了“国际著名导演论坛”的承办工作，2015

年开始参与“中外电影合作论坛”项目。直

到今年，还将继续。

2016年“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好莱坞女

星娜塔莉·波特曼、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

雷、《捉妖记》导演许诚毅等齐聚一堂，碰撞梦

想火花；2015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中

国香港导演徐克、美国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

基共登论坛舞台，剑指国际合拍片跨文化创

意；2014年法国演员让·雷诺，好莱坞著名导

演奥利弗·斯通共同亮相，畅谈跨国合作的本

土化策略……受邀嘉宾越来越多元，探讨话题

越来越广泛，“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作为主体活

动之一，也在和北影节一起不断成长。

“七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活动越

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重量级国

际知名影人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说明我们的

电影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进步得非常

快。”苗晓天说。

“聚焦意大利”单元推动中意电影合作
意大利是最早与中国进行电影合作的欧

洲国家。参与去年北影节的意大利国宝级导

演贝塞吉·托纳多雷在出席第72届威尼斯电

影节时公开表示“期待与中国电影人合作”。

承托纳多雷之愿，“聚焦意大利”活动将于

4月20日举行，包括中意电影合作论坛、中意

圆桌会与电影展映三个部分。意大利演员及

电影制片人玛莉亚·嘉西亚·古欣娜塔、上海电

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等嘉宾将出席，就中意合

拍电影展望、意大利电影合拍及退税政策等相

关论题进行探讨。意大利女演员莫妮卡·贝鲁

奇也将参加电影节闭幕式的红毯活动。

苗晓天说：“今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

‘聚焦意大利’活动只是开始，明年，我们可能

还会继续做这样的中意交流活动，相信通过大

家的努力，会增进两国电影人士的接触、了解，

双方会展开更多的电影合作，进而促进双方人

民之间的了解，两国之间关系也会更加紧密。”

北京国际电影节促进中外电影合拍
在苗晓天眼中，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是一

场电影人的盛会，更是一个中外电影合拍的绝

佳平台，是目前中国电影走向国际舞台的最佳

途径。

在去年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电影

市场”签约项目多达 49个，签约金额多达

163.3亿，比前年增长17.96%，电影市场签约

额连续三年都超过百亿，超过东京电影节等亚

洲电影节，成为亚洲第一大电影市场。《刀背藏

身》、《阿修罗》、《情迷曼哈顿》等多部电影确定

签约，其中包括凯文·史派西新片《亿万少年俱

乐部》、法国电影《私奔B计划》中国版。

“电影节的交易额很大，每年有很多的电

影交易项目在这里达成。”苗晓天认为，目前中

国的许多电影虽然在国内很火，但由于不同国

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往往很难在国际上得到认

可，而采用中外电影合拍的方式，正好可以克

服这一障碍，促进中外电影合作交流。“在国际

上票房比较好的印度歌舞片、日本动画片均属

于本国出产的类型片，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比

较成熟的类型片，所以我们要想走向国际市

场，需要借助中外合作这个途径来拍摄影片。”

从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以来，苗晓天也

见证了北影节的成长。去年来到北京国际电

影节的美国著名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就曾

告诉苗晓天，“我参加过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

季，这次再来，发现北影节变化非常大，成长很

快，与第一届完全不一样了。”

苗晓天认为，另一个衡量电影节是否受到

重视的标准，就是民间专业影人是否愿意来

此举办活动。“过去电影人更多地选择在其

他电影节办活动，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发现

不少电影圈的人选择了北影节，这说明我们

的人气越来越高，也标志着北京国际电影节

越来越成熟。”

文/张佳瑶 叶依颖 摄影/黄亮

一年一度的国际影视文化产业盛

事——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盛大

开幕。作为北影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版

块之一，“电影市场”无疑吸引了众多业内

人士的目光。电影节·电影市场将于4月

19日至 4月 21 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

活动包括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业对话、

特约活动、签约仪式五大版块，覆盖电影

全产业链。

作为北影节市场论坛的长期合作伙

伴，艺恩从 2016 年开始正式与北影节电

影市场深度合作。近日，艺恩创始人兼

CEO郜寿智接受了媒体采访，并对第七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送上祝福。

“艺恩参加过很多电影节论坛。北

影节是艺恩合作历史最长、合作程度最

深的电影节。”届时，来自中国、美国、德

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

西班牙等国家的 190 家影视公司和机构

将会齐聚一堂，共享影视文化产业盛事，

促成电影拍摄、版权、合拍等影视产业各

环节的全面交流合作。郜寿智表示，“北

影节是国际知名电影节，已成为中国电

影走向世界、海外电影进入中国的重要

窗口。”

“艺恩从 2012 年开始与北影节开展

市场论坛的合作。过去五年，北影节在活

动组织、品牌影响力、内容专业度、参与企

业数及观众数等方面均取得巨大进展。”

郜寿智评价道。而今年的第七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在项目创投新人孵

化、行业对话高端访谈、特约活动类型多

元等方面都有新突破。

当下，中国电影及中国电影市场日益

被国内外各类力量关注；大量跨界人才的

涌入，新型资本力量的输出，花式营销的

无套路出牌对市场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

新兴的血液所带动的电影市场也在经历

变革。郜寿智说：“2017年中国电影进入

发展新阶段，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和电

影产业的中心，相信本次电影节的举办必

将提振中国电影的信心，聚集各方资源，

发现优秀人才与电影项目，推动国产片质

量提升和中外项目交流。”

文/尹丽娜

郜寿智：
北影节已成为中外电影交流重要窗口

苗晓天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

郜寿智 艺恩创始人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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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康”书记来了！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这只巨型猫科生物是来自喵星的犀犀利，它带着《喵星人》来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建军大业》电影剧组亮相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小妖王”胡巴和《捉妖记》导演许诚毅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电影《营救汪星人》剧组亮相红毯，萌炸！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吸血鬼日记》中男主角的

扮演者伊恩·萨默海尔德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国民闺女关晓彤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志玲姐姐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去怀柔赴一场电影嘉年华之约

开幕式·消息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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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体验电影拍摄，参与电影后期制作参观吗？想参加电影

主题冰球活动、电影主题蜂巢迷宫吗？想体验走红毯，当一把

“明星大腕儿”吗？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正在向

您发出邀请。本次嘉年华为期15天，2大园区、6个板块、20多

项主题活动将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徜徉在星光影视长廊中。

4月15日，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在怀柔区的

国家中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数字制作基地和星美（北京）影业

有限公司今晟影视城盛大启幕。当天，北京市有关部门和怀柔

区有关领导出席。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刘大刚，演员陶红、高亚

麟、温兆伦、马艳丽、刘一祯等明星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超

模》、《香蜜沉沉烬如霜》、《小情书》等剧组也莅临现场助阵。

记者了解到，电影嘉年华活动作为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以“电影梦·梦圆怀柔”为主题，本次电影嘉年华

活动落户怀柔，也是怀柔电影产业发展多年的结果。近年来，以星

美（北京）影业有限公司、中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为主，怀柔影视

产业示范区已累计接待剧组拍摄制作影视作品2400部，近年来票

房过亿的国产大片近半数出自怀柔。

嘉年华帮你过把“明星瘾”
本届电影嘉年华将让广大游客体验到丰富的电影主题活

动。本届电影嘉年华设“未来世界”（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和

“穿越之旅”（星美今晟影视城）两大区域，共分电影主题迎宾区、

电影历史回溯区、电影主题集市、电影技术及拍摄体验区、电影主

题乐园和电影故事体验园六个板块。电影拍摄体验、电影后期制

作参观、电影主题冰球活动、电影主题蜂巢迷宫、9DVR电影体

验、状元巡游、胡巴乐园、电影主题人物冲关等24项主题活动，老

少皆宜。走进“未来世界”，游客可感受电影科技乐趣；漫步“穿越

之旅”，还可亲临明清风格外景地，感受亦幻古今，时世变迁。

除两个区域原有项目外，本届嘉年华推出的特色亮点活动

也是精彩纷呈。《捉妖记》等知名影片的外景拍摄地将首次向游

客开放，供游客参观体验。

在百姓红毯秀的环节则会让

游客过一把明星走红毯的

“瘾”，体验一次星光熠熠的

感觉。每天的电影主题歌舞

演出、老中青三代的专场电

影经典歌曲群星演唱会、明

星粉丝见面会将不断掀起嘉

年华整个活动的高潮。追求

刺激的朋友还可以到中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基地14号棚内，亲

身体验到电影梦工厂通过专业化的剧组、场景、道具、服饰，演

绎一段自选的剧情，经后期制作后，获得完整的电影片段，实现

一把“明星梦”。

购买联票有优惠
精彩活动目不暇接，具体参与事宜我们给您提个醒。第七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两个联动景区实行嘉年华活动

联票，联票价格80元，旅行社、团体、网上购买以及怀柔本区市

民持身份证购票还有优惠。

本届嘉年华采取线上、线下两种售票方式。从4月初起，游

客可通过售票窗口、北京市星美旗下影院、各大旅行社及团购

网站购买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门票。同时，此次活

动已携手怀柔著名景区打造怀柔景区联动平台，北京慕田峪长

城风景区、青龙峡自然风景区、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石门山风

景区、北京鹿世界主题园、老爷车博物馆等近20个怀柔风景游

览区将与电影嘉年华实现联动，游客可凭借嘉年华有效门票在

4月15日至5月31日享受联动景区门票8折优惠。另外，4月

23日园区不对外开放，如有前往的游客请合理安排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游客可通过现场扫码方式参与本届电

影嘉年华“电影智力大冲浪”和“电影嘉年华的美丽瞬间”游客

摄影比赛两个线上互动活动赢取奖品。

温馨提示：

自驾：沿京承高速行至14号或15号出口驶出，沿道路指示

牌行驶至停车场（路段），步行到嘉年华活动场地；公交：在东直

门交通枢纽站乘坐866路在中影基地站下车即可。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拉开帷幕，不过此次电影节的

“北京展映”单元于4月8日就已经开始，从4月8日至23日北

京地区30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影院将为观众带来电影盛

宴。对于“北京展映”，观众的热情十分高昂，3月31日中午12

点，展映影片在“娱票儿+格瓦拉”售票平台开票。为了抢到心

仪的电影，影迷们纷纷在朋友圈里讨论攻略，最终，抢票展现了

“北影节速度”——1分钟破100万元票房，5分钟300万元，15

分钟500万元，加上“是枝裕和”、“安东尼奥尼”、“速度与激情”

套票，总票房已突破600万元，创下北京国际电影节新纪录。

本届展映佳片云集，观众也有很高的鉴赏力。其中，曾获

第2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多项国际大奖的《放大》，开票5

分钟售罄，成为本届电影节最热门影片，而中国电影资料馆作

为展映影院之一，开票半小时收获了高达200万元的票房，成

为目前为止北影节票房最高的影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迷对本次的超豪华套票热情极高，

是枝裕和套票（《比海更深》、《海街日记》、《幻之光》、《无人知

晓》、《步履不停》、《奇迹》、《如父如子》、《下一站，天国》）与安东

尼奥尼套票（《奇遇》、《夜》、《蚀》、《红色沙漠》、《放大》、《云上的

日子》、《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不戴茶花的茶花女》）的主题

套票以及少量《速度与激情》（1-7）系列套票迅速售罄，“能一揽

子买下这么多好电影的票，真的太好了。”抢到套票的幸运影迷

反映说。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映活动打通线上线下售票渠道。为了

不辜负影迷的热情，开票前一晚，北影节展映团队通宵熬夜，只

为开票顺利。目前，《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比海更深》、

《人生密密缝》、《乱世佳人》、《穆赫兰道》、《爵士春秋》、《曼哈

顿》、《怒》等热门影片已经售罄；而新片《不是问题的问题》、《喜

欢你》等也被迅速抢购一空；冷门佳片如《顽主》、《马路天使》、

《侯宝林纪念放映》、《生门》、《佛罗伦萨与乌菲兹美术馆》等影

片也“不冷”，余票所剩无几。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日开幕，刚刚杀青的《西游记》系

列电影《西游记：女儿国》主创亮相红毯，导演郑保瑞、编剧文

宁，主演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罗仲谦、林志玲、苑琼

丹、潘斌龙等回忆起拍摄期间的种种感慨良多，心疼导演的同

时也互相开起玩笑。

导演郑保瑞透露，《女儿国》历时一年筹备，拍摄长达5个

月之久。为了这部电影，片方更搭建了超过8万平方米的外

景，有11个内置棚景，摄制团队超过千人，百种重型拍摄装备

也随时候命，“最多的一次，在拍摄现场有将近1000人。”谈

到拍戏的感受，众主创纷纷表示在拍摄过程当中十分辛苦，

付出很多，尤其是导演最为辛苦。赵丽颖称，“从前只是听说

有不睡觉的导演，这次终于见到真的了。”林志玲则笑说，“看

到导演终于换了一件衣服，因为他每天在片场都忙得没有时

间换衣服。”

“孙悟空”郭富城表示，自己拍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时道具非

常沉重，到了第二部心情又变得沉重，这一次来到女儿国心情

终于放松了起来，这次对他来说最苦的是化妆，因为皮肤敏感，

一化妆就起水泡，所以他笑言：“我钱不用带，但药膏必须随

身。”冯绍峰则坦言最辛苦的莫过于拍摄怀孕的戏份，戴着沉重

的道具非常不方便。片中最有悬念的角色当属林志玲，她说自

己化完妆后，身边的助理、剧组同事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她，她走

到赵丽颖面前，赵丽颖呆了半天，最后只好做安慰状摸了摸她

的头，说了句：“好可爱……”冯绍峰在旁开玩笑说：“你是被骗

来的吧？”提及唐僧与女儿国国王的爱情，冯绍峰认为，“唐僧不

走不行，他最后应该是顿悟了，终于明白，爱一个人就是爱众

生。”林志玲则透露，“直到杀青，大家还在讨论情到底为何物，

可能放下的就是解脱，放不下的就是枷锁，也可能这个问题永

远无解吧。”

同前两部《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一样，《西游记：女儿

国》也将在大年初一上映。

文/本报记者 肖扬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佳片云集 票房喜人——

影迷抢票 再现“北影节速度”

《西游记：女儿国》杀青——

郭富城：钱不用带，药膏必须随身



约翰之子
A Kid

马蒂厄已经 35岁，却从未见过自己的父

亲。母亲解释缘由时只推托说他是一夜情的结

果。一天，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这个电话告诉

他，他的亲生父亲刚刚过世。于是马蒂厄暂别

妻子和孩子，决定飞去加拿大参加葬礼，并见见

他那两个素未谋面的兄弟。在蒙特利尔，除了

父亲的好友皮埃尔，没人知道他的存在与真实

身份。但与此同时，马蒂厄也意识到他似乎进

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Mathieu is 35, but he has never met his fa-

ther. His late mother always told him that he was

the result of a casual encounter.One day, Mathieu

receives a call telling him that his father was Cana-

dian, and that he had just passed away. He also dis-

covers that he has two step brothers and decides

to go to the funeral in order to meet them. But

once in Montréal, he realizes that nobody is aware

of his existence or even interested in it. He is

alone, in hostile territory...

一步之遥
Alma de Sant Pere

阿尔玛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年轻女性，她在

巴塞罗那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她一直过得很

快乐，时常梦想着搞一个更大的项目，与朋友们

一起工作。她希望这个大项目能给她带来人生

中的第一个一百万。终于，机会来临了，她与朋

友买了一幢老房子，并计划将其翻新成豪华公

寓。然而，如何在既不伤害感情又不丧失自己

道德的情况下摆脱老住户，成了一个问题。此

外，她又该如何从失去一切的人生低谷中挣扎

出来呢？

Alma is a young ambitious woman working

in her own small company in Barcelona. She is

happy in life but constantly dreams of a bigger

project that she could work on together with her

friends, a project that would bring in their first mil-

lion. The opportunity finally arises and they buy

an old building with a plan to renovate it into luxu-

ry apartments. But how to get rid of old tenants

without hurting their feelings and without losing

your own morals? Furthermore, how to survive

from a free fall when you lose all you have?"Alma

de Sant Pere" is a film about dreams, friendships

and human values.

咖啡风暴
Coffee

咖啡有三种味道：苦、酸、香。影片讲述三段

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多样的

人文情怀。影片利用咖啡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味

觉体验和地域差异等特征，展现了当代世界面临

的种种挑战。比利时，哈默德是一家小当铺的主

人，在一次抗议经济危机的暴乱中，他十分珍惜

的咖啡壶被偷。哈默德找到了偷咖啡壶的人，但

他没有想到不久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意大利，

伦佐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咖啡师，当得知妻子露西

亚怀孕时，为了维持生计，他铤而走险加入了一

场咖啡抢劫，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预计的走向

发展；中国，年轻有为的任飞被派遣去解决云南

工厂的生产事故，他邂逅了一名神秘的年轻女艺

术家，并且学会了直面人生。

For the sommeliers, coffee has three fla-

vors: bitter, sour and a bit of fragrant towards

the end. Through the common element of this

so evocative product, this movie tells three sto-

ries set in three ver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 Belgium, during some riots, a precious

coffeepot gets stolen from Hamed's shop. He'll

decide, once discovering the identity of the

thief, to take vengeance alone. In Italy, Renzo, a

young Latte Art expert, is involved in a robbery

in a coffee shop, but things don't go as planned.

In China, Ren Fei, a brilliant manager, finds out

that his factory risks destroying a valley in Yun-

nan, the beautiful region on the border with

Laos.

灰暗之光
Dim the Fluorescents

本片讲述的是一位努力进取的女演员和一位

有抱负的女编剧的故事，她们对艺术创作全力以

赴，倾尽了所有的创作才能，但唯一能获得的有偿

演出机会只有企业培训中的角色扮演展示。当她

们获得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现场演出机会时，

她们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创作。

A struggling actress and an aspiring play-

wright pour all of their creative energy into the

only paying work they can find: role-playing dem-

onstrations for corporate training seminars.

When they book the biggest gig of their careers at

a hotel conference, they commence work on

their most ambitious production to date.

他人之屋
House of Others

一个年轻的阿布哈兹家庭因战争而流离失

所，他们搬进偏远村庄的一个废弃房屋。周围

只有山、一座橘子园和一个邻居，虽然这样的环

境对于新的生活来讲是宁静而且近乎完美的，

但在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每一面墙上

都萦绕着被遗忘的记忆，不断提醒着他们，那些

属于曾经的房屋主人经历过的恐惧。这个新家

是否足以治愈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并消除仍

旧在他们内心肆虐的斗争？

A young Abkhazian family displaced by the

war moves into one of the abandoned houses in a

remote countryside village.Surrounded by noth-

ing but mountains, a nearby tangerine orchard,

and a single neighbor, it seems like the perfect set-

ting for a new life in peace but living in a house of

others- where forgotten memories linger within

every wall- becomes a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horrors experienced by owners' past. Will this

new home be enough to heal the psychological

scars of war and resolve the battles that continue

to rage within them?

卡农
Kanon

在祖母的葬礼上，聚在一起的三姐妹打开

祖母留下的遗书：“请你们原谅，现在才告诉你

们，你们的母亲还活在世上。”原本以为早已去

世的母亲居然还活在世上，而且眼前的母亲彻

底变了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记忆中母亲的痕

迹。母亲患有酒精依存性痴呆症，生活在福利

院里。19年前，为什么母亲会突然从眼前消

失？为什么不能遵守许下的诺言？怀着各种疑

团，姐妹三人长大成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恋

爱、结婚、工作、迈入了各自的人生。母亲福利

院的房间里如同宝物一样摆放着一个音乐盒，

打开盖子，响起帕海贝尔的乐曲《卡农》。那是

母亲和女儿们共度的欢乐时光中，经常给女儿

们弹奏的充满美好回忆乐曲。母亲并没有忘记

这首乐曲，女儿们合意开始了追寻母亲过去的

旅途。当真相慢慢地揭开，在耀眼的光芒中，那

熟悉的旋律《卡农》钢琴三重奏再次响彻耳畔。

This is a story of the reunion of three daugh-

ters and their mother, located in three cities, Toya-

ma, Kanazawa, and Tokyo. "Please forgive me for

not telling you the truth. Your mother is alive."At

their grandmother's funeral, the daughters read

her farewell note and find out the fact that their

mother's still alive, alive but in a nursing home, suf-

fering from alcoholic dementia. 19 years ago, the

mother suddenly abandoned the daughters. The

daughters grew up without a mother since then,

and now have their own lives in separate cities.

Why did she leave us? Why did she break our

promise?The mother doesn't remember her

daughters anymore...

卢卡
Luka

莉乐失去了对儿子卢卡的监护权，法院把

卢卡判给卢卡的奶奶尼娜抚养。时间飞逝，莉

乐听说儿子卢卡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中

不幸身亡。当时正值1993年，战争即将结束。

莉乐重返乡间，那里是卢卡长大的地方，她想找

到儿子的遗体并带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安葬。

到达村子后，她发现，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卢

卡的遗体并未抵达村子。此外，卢卡的奶奶强

烈反对莉乐带走卢卡的遗体，她想把卢卡的遗

体埋在这个年轻人生活了多年的家中的花园

里。她的这个决定使得两个人的矛盾加剧。与

此同时，苏呼米沦陷，村民们四处逃命，莉乐和

尼娜却决定留在这个被废弃的村子，两个人对

彼此的敌意与日俱增，她们就这样一天天等待

着年轻人的遗体到来。

Lile is deprived of the custody of her son, Lu-
ka and the court awards it to Lile's mother- in-
law, Luka's grandmother. Time passes. It's 1993, a
year that marks the end of the Georgian - Abkha-
zian conflict. Luka is killed on a battlefield. His
mother arrives to a little village where he was
brought up to take her dead son's body and bury
him in the place where she lives now. Upon arriv-
al she finds out that Luka's body has not yet ar-
rived due to the ongoing battles plus Luka's grand-
mother is strongly determined not to allow Lile to
take away his body from her. Instead, she wants
to bury him in the garden of the same house
where the young man has been living for years.
Her decision stirs serious conflict between Lile
and Nina. Meanwhile, Sukhumi falls and it
prompts the villagers to flee for safety. Only Lile
and Nina decide to stay in a deserted village and
wait for the arrival of the young man's body with
mounting animosity towards each other.

（下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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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问题的问题
Mr. No Problem

树华农场位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农场主

任名叫丁务源。农场虽物产丰富，却是赔钱

的。丁主任将农场的房间租给了一位“全能艺

术家”秦妙斋。在为太太、小姐办的画展上，宪

兵抓走了秦妙斋的“汉奸”朋友，同时股东暗示

丁主任管理不当，理应辞职。农场迎来了从英

国学园艺归来的尤大兴和他的妻子明霞。尤主

任决心大展身手，整治农场。丁主任决定自己

充好人，让秦妙斋和尤大兴作战。秦妙斋发现

明霞接受了工人“贿赂”的鸡蛋，趁机煽风点火，

和工人们一起要求尤主任下台，丁主任复职。

就在大家欢迎丁主任时，明霞、尤大兴黯然离开

了农场。树华农场恢复到了旧态，丁主任把秦

妙斋交给了宪兵。到了夏天，各种果树比往年

多结了三倍的果实，然而，农场依然是赔钱的。

On the home-front during WWII, conflicting

interests at Shuhua Farm in Chongqing are adroit-

ly handled by Director Ding Wuyuan. The farm is

highly productive yet fails to turn a profit. Fortu-

nately the shareholders, appeased by Ding's lar-

gess, do not hold it against him. To bring in extra

income, Ding Wuyuan rents a room to a self-pro-

fessed artist named Qin Miaozhai, eventually in-

curring suspicion that the farm is harboring an en-

emy sympathizer...

1000小时的夜晚
Night of a 1000 Hours

里奇一家聚在维也纳宫殿里，他们的祖先

突然出现，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前所未料的事

件。在穿越时空的旅途中，年轻的实业家菲利

普·里奇和他刚复活的姑婆祖蕾娜特相爱。当

菲利普与兄弟姐妹争夺家族企业的时候，祖先

揭露了里奇家族财产的真正来源。于是，一场

争斗演变成在这个用谎言、秘密和情爱编织的

网络里，对值得信赖之人的找寻。在这个世界

里，哪怕是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终止。

As the members of the Ullich family gather

at their palace in Vienna, their deceased ances-

tors suddenly appear and usher in a series of un-

foreseen events. On this journey through differ-

ent eras, the young entrepreneur Philip Ullich

and his newly alive great-aunt Renate fall for each

other. While Philip battles his cousin for control of

the family business, the ancestors reveal the true

origins of the Ullich fortune. In this struggle it all

comes down to who can be trusted in this web of

lies, secrets and love affairs. It's a world where

even death doesn't mean the end.

湄公河行动
Operation Mekong

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流域遇袭，

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并在船上发现90万粒

毒品。面对矛头指向中国运毒、颠倒是非的舆

论，为了还遇难同胞一个清白，中国决定派出缉

毒精英，组成此次案件的特别行动小组，以高刚

为队长，潜入金三角查明真相，企图揪出案件的

幕后黑手。

Two Chinese merchant ships were attacked

in Mekong river and 13 crew members were

killed. Thai policemen found 9 hundred thou-

sand crystal meth on the ships. This news

shocked China. Gang Gao, the leader of Narcot-

ics Corps in Yun Nan province was assigned to

lead a special team to Golden Triangle to investi-

gate. Cooperating with a informer, Fan Xinwu,

Gao discovered that 13 crew members were bru-

tally murdered and framed up. Gao and Wu de-

cided to fight for justice out of China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奥托·布鲁姆的一生
The Death and Life of Otto
Bloom

本片讲述了奥托·布鲁姆传奇的一生和这

位伟人伟大的爱情故事。他活在过去的时空

——误打误撞回到了过去，而记忆却仍停留在

未来。机缘巧合，通过一次偶然的科学事故，他

成为国际巨星，在这陌生的过去世界中追寻爱

情和生命的真谛。多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各种

奇闻轶事挑战着我们对于生老病死以及时间本

质的既有认知。当一切证明世界还没有做好准

备接受布鲁姆的极端观点时，他的堕落让人猝

不及防，着实可悲。然而，对于布鲁姆而言，结

束才只是开始。

The Death and Life of Otto Bloom chronicles
the life and great love of an extraordinary man
who experiences time in reverse- wandering
blindly into the past, while remembering the fu-
ture. The film charts Bloom's rise from scientific
oddity to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as he searches
for love and meaning in this strange, backwards
world. Over the years, he has a string of romances
while challenging our preconceived notions
about life, death and the nature of time. When
the world proves to be not yet ready for Bloom's

radical ideas, his fall from grace is as swift as it is

tragic. But for Bloom, the end is only the begin-

ning...

施毒天使
The Poisoning Angel

十九世纪的布列塔尼乡村，一贫如洗的农

民家庭中，一个名叫海伦娜的女孩在孤独中长

大，无人疼爱，饱受生活疾苦。这样的成长环

境也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滋生出极端而病态的

想象力。她深信自己就是当地神话中死神“安

库”的仆人，并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毒杀了自

己的母亲。余生中，她游荡于整个布列塔尼寻

找猎物，在厨师身份的掩盖下，四处播撒死

亡。她成为历史上犯案最多的连环杀手之一，

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人能理解她的作案动机，

揭开故事的迷云。

Rural Brittany, in the 19th centuryIn an im-

poverished peasant family, a little girl called

Hélène Jégado grows up in isolation, unloved,

battered by the hardships of life and cradled by

a morbid imagination.Convinced she must

serve Ankou, the spirit of Death in local mythol-

ogy, Hélène poisons and kills her mot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she will travel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Brittany in search of her next

victim, finding work as a cook and spreading

death on her way. She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biggest serial killers in history. To this day,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er motives or pierce

her mystery.

姐姐
The Sis

塔拉和阿提是一对母女，两人在一起生

活了五十年之久。然而离别的时刻终将来

临，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阿提的精神问题也

愈加严重，十分依赖母亲。母亲在剩余的时

间里尽力为女儿的未来做打算，那是一个没

有她的存在的未来。

Tala and Ati (Sis) are a mother and daugh-
ter who have lived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al-
most 50 years, as long as the life of Sis. Their sit-
uation, however, does not last long, and the
days of separation arrive.The separation hap-
pens when Sis depends heavily on her mother
due to her special conditions, and Tala is trying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Ati's future in the remain-
ing time; a future without her presence.

悍妻理论
Tiger Theory

年迈的兽医扬先生试图为自己牢笼般的婚

姻找寻一条合适的出路，而他岳父的死亡成为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岳父曾和他一样

同婚姻做斗争。他岳母现在成了一名寡妇，但

仍然主宰着一切事务。扬先生的妻子奥尔加也

坚信是她主宰着他们二人的幸福，因此扬先生

越来越怕自己步岳父的后尘。他不断用越发奇

怪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甚至选择去进行一场荒

谬又不自在的冒险，最终他发现即使实现了理

想中的自由，但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The aging veterinary Jan who tries to find a

decent way out of his marriage that has become

his cage. His last straw is his father-in-law's death,

who fought the same inner battle, while his wife,

now widow- still in good faith of doing him a fa-

vour-keeps deciding everything. Jan's wife Olga is

also convinced that she is in charge of their happi-

ness, while Jan is increasingly scared of following

his father-in-law's path...

两张彩票
Two Lottery Tickets

迪内尔急需一笔钱把在外工作的妻子带回

家乡，于是他到酒吧和两个朋友讨论如何能尽

快发财。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凑钱买

了一张彩票。开奖结果一出，三人得知彩票中

奖，欣喜万分。但后来他们发现彩票竟然不见

了，迪内尔怀疑是装在了白天被抢走的腰包

中。到警察局报案无果，三人开始自己进行调

查，从住所的住户中一步步调查线索，开始了一

段寻找彩票的旅程。他们一路上遇见了形形色

色的人和事，结果却令人咋舌。

Dinel is badly in need of money for bringing
his wife who works abroad home. As a result, he
discusses with his two friends on how to make for-
tune quickly in a pub. Finally, they pool their mon-
ey to buy a ticket, and win the lottery with great
joy. However, Dinel finds that the winning ticket is
gone, and he suspects that it is in the bum bag
that has been stolen in the day. The three of them
begin to investigate on their own after the fruit-
less effort of the police. They search for clues step
by step through talking to their neighbors and
open their journey of looking for the tickets. They
encounte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experi-
ence a lot. However, the result is out of their ex-

pectation.

（上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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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塔蒂：默片式喜剧
今年是雅克·塔蒂诞辰110周年。基顿

和卓别林给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构建了

默片年代的喜剧王国，而大洋的这一边，却有

个叫雅克·塔蒂的人，在有声片大行其道的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用近乎拍默片的方式和独

立制作的手段，同华丽而易碎的梦工厂做“无

声”的对抗。

《于洛先生的假期》
于洛先生是一个对周围世界熟视无睹

的单身汉，暑假期间到海滨度假，对住在同

家旅店的漂亮美眉颇有好感，但却害羞不敢

主动接触。旅店里还住着形形色色的旅客，

他们为他的喜剧桥段提供了陪衬，性格怪僻

的于洛先生显得不合时宜却惹人喜爱，和他

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到最后假期

结束，于洛先生离开海滩时，整个海滩上们

都对他依依惜别。

《我的舅舅》

获得195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我的

舅舅》标志着雅克·塔蒂的艺术颠峰。导演亲

自扮演的于洛先生依旧充当一个与周边环境

格格不入的角色，他行事古怪，经常踩着自行

车带着小侄子到处玩，但小孩的父母都是惺惺

作态的中产阶层，生活单调呆板，还要给于洛

找份像样的工作，结果当然是噩梦一场……

《玩乐时间》

来巴黎办事的于洛先生初入巴黎就被超

级现代化的世界博览会大楼所震惊，很快就迷

失在这座叹为观止的高科技大楼中。精妙绝

伦的最新先进设备、流光溢彩的博览会景观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顾客，都让于洛先生

大开眼界。

当于洛先生终于想起要去找办事的人时，

天已渐黑。谈完公事，于洛先生来到了刚刚装

修好的夜总会。午夜魅影，恍如白昼，里面的

男男女女兴致正高。自然，于洛先生也加入了

他们的狂欢队伍。于洛先生更一时兴起，把刚

刚装修好的屋顶装饰弄了下来，屋内一片狼

藉。怎知客人们非但没有觉得扫兴，反而玩得

更加疯狂。旦夕之间已是清晨，狂欢一夜后的

巴黎别有一番韵味。

《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是塔蒂最后一部故事片，这回

于洛是一名汽车设计师，需要把他的新发明从

巴黎开到阿姆斯特丹，去参加一个国际车展，

路上却接连发生车祸。

梁赞诺夫：合家欢式喜剧
梁赞诺夫是前苏联著名的喜剧电影大师，

他在俄罗斯被称为“每条狗都认识的人”。对

观众而言，梁赞诺夫的喜剧算得上真正的合家

欢影片。他这两部代表作都曾在国内上映，是

一代电影观众共同的回忆；同时，影片自身的

生命力完全不被时间所冲淡，其中的笑点和泪

点都与现代社会无缝对接。所以说，梁赞诺夫

的喜剧是适合携父母一起走进影院的，值得上

一辈和年轻一代电影观众共同关注的影片。

《办公室的故事》

前苏联时期，莫斯科某统计局女局长卡

卢金娜业务能力极强，事业为上，而形成鲜明

对比的则是她的私人生活，爱情之花迟迟没

有绽放。对于这个表情肃穆、古板的上司，职

员们背地里叫她“冷血动物”。相貌老成的统

计员诺瓦谢利采夫自青年时代便才华横溢，

虽然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却为人乐观，颇受同

事喜爱。

对于“冷血动物”，诺瓦谢利采夫自命清

高，不愿自贬身价求助女上司。而在卡卢金娜

眼里，诺瓦谢利采夫唯唯诺诺，能力平庸，毫无

闪光之处。适逢轻工业处处长职位空缺，诺瓦

谢利采夫有心补位，却不得不面对这个难缠的

“顶头天敌”。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性

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人，奇妙的爱情竟在彼此

心间萌生……

《两个人的车站》
普拉东本是一位钢琴家，为无照驾驶并撞

了人的妻子顶罪，成了犯人。走在劳改营外被

积雪覆盖的漫漫长路上，普拉东回想起了他在

扎斯图宾斯克车站停留的几天，与女服务员薇

拉从相遇、争吵，到理解、相爱，最后为了替妻

子服刑，被迫两人分开的种种细节。

香港喜剧：老牌许氏经典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展映许氏兄弟

的五部作品，在这些风靡一时的佳作中，许冠

文、许冠武、许冠英、许冠杰四兄弟鬼马精灵，

各展神通。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是许氏兄弟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部电影，一上映就打破了当时的票房

纪录，使许冠杰在歌坛、影坛都成为最炙手

可热的天王巨星。这部影片也与后来的《发

钱寒》、《新半斤八两》一起被称为《半斤八

两》三部曲。

影片主要讲述许氏三杰扮演的吝啬老板

和两个伙计经营的私家侦探社所经历的一系

列芝麻小案，包括跟踪婚外情、追债、对付捣

乱者、抓小偷等，整个过程诙谐搞笑，最后以

伙计大破抢劫集团、荣升侦探社合伙人大团

圆为结局。

《卖身契》
《卖身契》在中国香港上映时，成为当年的

香港票房冠军，并获得了第15届台湾电影金

马奖优等剧情片和最佳剪辑奖。

志文（许冠文饰）是电视台一名“跑龙套”，

自认为很有才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志文的

弟弟志新（许冠英饰）是一个天才发明家，他发

明了一部笑弹机，能让人大笑不止。正当志文

得过且过之时，另外一家电视台请他去客串一

回主持，志文信心十足，带着弟弟的新发明前

往晚会现场。当天，志文的卖力表演和笑弹机

的威力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不已，节目的效

果超过了预期。

于是，这家电视台想高薪挖志文过来。志

文也很想走，无奈自己和原来的电视台签了8

年的卖身契，如果违约将承担巨额赔款。为取

得合约，志文与其弟弟及魔术师朱世杰（许冠杰

饰）表演了一场闹剧，被董事长发现三人的表演

才能，欲同他们签约，却又是一纸空文……

京味喜剧：北京人的调侃
京味喜剧除了带着贫嘴式的语言包袱，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和北京文化。这一类的喜

剧往往是笑中带泪，带着胡同气息，用调侃的

方式来描述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再回首

去看这些电影的时候，看到熟悉的演员在年

轻时候的面貌；影像镌刻了时间在城市上留

下的痕迹，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过去，也会看

到未来。

《顽主》
于观（张国立饰）、杨重（葛优饰）和马青

（梁天饰）三人在北京开了一家“替人排忧、替

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在上世纪80

年代，他们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体，不依附于体

制生活，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话好好说》

失恋的青年赵小帅（姜文饰）是名个体书

商（主要贩卖一些香艳、武侠、惊悚的地摊文

学）。个体户在当时很吃香，常挂在嘴边的就

是虽然苦点，但是挣钱多啊。他是个带有偏执

性格的“结巴”青年，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板砖

就是菜刀。

《二子开店》

青年二子（陈佩斯饰）和一群待业青年整

天无所事事。后来居委会让他们合伙承包一

家小旅店。开店后出现了种种状况——去火

车站蹬三轮拉大胖子，冬天没暖气旅客闹意

见，代买香烟顾客有矛盾，顾客丢了钱几乎破

口大骂，合伙人因为情感纠纷要大打出手，最

后老奎撤资。关键时刻，兄弟们决定一起去卖

血，那种同舟共济的干劲才是这个“比家美”旅

店成功的最大因素。

除了以上几个系列，意大利上世纪60年

代初的经典喜剧《意大利式结婚》、《意大利式

离婚》，法国2016年上映的佳作《丛林法则》，

以及哈萨克斯坦2015年获奖喜剧《核桃树》也

是值得一看的好片。



《阿洛伊斯》

由托比亚斯·奥勒导演，乔治·弗里德里希

和卡米尔·克雷伊奇主演，影片获得了第66届

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奖。

阿洛伊斯·阿隆是一名中年私家侦探，他

喜欢收集不同地方的监控录像。有一天，他的

照相机和收集很久的录音带不翼而飞。不久

之后，一个神秘女子打电话勒索他，宣称要将

他收集的所有录音带寄给被录音的人群，并要

求阿洛伊斯和她一起进行“行走的电话”的形

式通话，用两人的想象力构造属于他们两人的

精神世界。阿洛伊斯不知不觉渐渐陷入女子

在电话中给他构造的世界里……

《奥利最开心的一天》

由尤霍·库奥斯曼恩执导的黑白影片。于

2016年获得第69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

1962年的夏天，奥利·马基全力备战全球

轻量级拳击锦标赛，并且从芬兰乡下来到繁华

的赫尔辛基。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收获盛名与

财富。此刻，奥利要做的就是减重和集中精神

参赛。可是，问题来了，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姑

娘赖亚。

《杰出公民》

由阿根廷、西班牙合拍的118分钟喜剧影

片。该片由加斯顿·杜普拉特、马里亚诺·寇恩

联合执导，奥斯卡·马丁内兹、诺拉·纳瓦斯等

主演。奥斯卡·马丁内兹凭借该片获得第73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炙手可热的小说家丹尼尔·曼托瓦尼收到

了一封来自家乡小镇萨拉斯的信。丹尼尔所

有创作的灵感全部来自这片故土，但却已经四

十年没有回乡。他接受了小镇的邀请，踏上了

接受“杰出公民”奖的旅途。村民们对于名人

的到来欣喜若狂。而他少年时代的好友安东

尼奥则沾沾自喜地告诉这位大人物，自己娶了

当年被他抛弃的女孩艾琳。

《公社》

由托马斯·温特伯格执导，乌尔里奇·汤姆

森、崔娜·迪斯霍尔姆主演的剧情电影。崔娜·

迪斯霍尔姆凭借此片获得了第66届柏林电影

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建筑学教授埃里克继承了他父亲在哥

本哈根北部的别墅。他的妻子安娜提议可

以在公寓中建立一个小小的群居公社，邀请

他们的朋友一同前来居住。于是，形形色色

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经过“面试”来到别墅，

群居生活却很快从一派其乐融融中生出了

诸多纠葛……

《只是世界尽头》

由泽维尔·多兰编剧兼执导，娜塔莉·贝

伊、文森特·卡塞尔、玛丽昂·歌迪亚等主演的

剧情影片。该片改编自法国作家Jean-Luc

Lagarce的同名戏剧。2016年，影片获第69

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

作家路易斯在漂泊12年后重返故乡，此

时的他已经患上了艾滋病，准备向家人宣告自

己即将离世的消息。回到家之后，路易斯和每

个家庭成员单独交流，虽然争吵不断，他却感

受到了家人无限的爱意，孤独感骤然消解，心

情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

《赫迪》

由穆罕默德·本·阿提亚自编自导，是导演

的第一部长片，在2016年一举拿下第66届柏

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和最佳电影

处女作、最佳影片提名。

赫迪是一名普通的标致车销售顾问，他默

默无闻，经常被人忽视。赫迪很讨厌母亲对他

的一切都要加以管理，连他的未婚妻都是母亲

选定的。赫迪卖车的生意遍布四面八方，他也

来到了旅游海滨城市马赫迪耶。在马赫迪耶

他遇到了美丽的里姆，里姆和赫迪之间逐渐产

生了情愫，但是家里对于赫迪婚事的筹备也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究竟该如何选择，赫迪陷

入了沉思……

《毕业会考》

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此片获第69届戛

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罗密欧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小镇当医

生，他倾其所有培养女儿伊莉莎，希望她18 岁

顺利毕业，去英国读书、生活。可是，离好梦成

真就差那么一步，在毕业考试的前一天，女儿

被人侵犯了。面对如此情境，他忘了自己为女

儿灌输的所有原则……

《战争天堂》

由俄罗斯、德国合拍的130分钟剧情影

片。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凭借此片获得

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金狮

奖提名。

1942年战时的欧洲，奥尔加，一个移民到

法国的俄国贵族女人，同时是法国抵抗组织成

员，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藏匿两名犹太儿童而

被捕。奥尔加被关进犹太集中营，遇到了一个

认识的德国军官赫尔穆特。在战争后期，赫尔

穆特做好了假护照决定带奥尔加一起逃往南

美德国殖民地。然而奥尔加在集中营里偶遇

了自己曾藏匿过的两个男孩儿，让她在最后关

头改变了主意。

《弗兰兹》

一战后的法国，德国女人安娜因未婚夫弗

兰兹的惨死而悲痛欲绝。这时神秘法国男子

阿德里安悄然出现，默默为其未婚夫墓碑致

哀、献花，也就此两人揭开了一段匪夷所思的

往事。

八月的雾

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政府实施所谓的安

乐死计划，将疗养院中的一些伤残人士以各种

编造的理由杀害。恩斯特不幸被送入这样的

疗养院，并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接连被杀害。

他试图和小伙伴一起逃脱这样的命运，但最终

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受过教育的黑奴牧师奈特·特纳属于塞缪

尔·特纳。财务吃紧的塞缪尔接受了他的布

道，让他来压制其他不守规矩的奴隶。在目睹

无数的同胞受到残暴对待之后，奈特决定要带

领他们重获自由……

“获奖精粹”展映单元 佳片云集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获奖精粹”单元，将为影迷朋友送上一部部优秀的获奖影片。

开幕式·影片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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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5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影院

影院

美嘉欢乐影城

（三里屯）

CGV 星星影城

（颐堤港店）

耀莱成龙国际影城

（五棵松店）

金逸影城

朝阳大悦城IMAX 店

UME影城

（安贞店）

新彩云影城

百老汇电影中心

（万国城店）

百老汇影城（东方广场店）

卢米埃影城

（芳草地店）

卢米埃影城

（长楹天街IMAX店）

美嘉欢乐影城

（中关村店）

传奇时代影城

（蓝色港湾店）

金逸影城荟聚

IMAX店

中间影院

UME影城（华星店）

UME 影城（双井店）

北京万达影城

（石景山店）

北京万达影城（通州店）

北京万达影城（CBD 店）

首都电影院

（西单店）

CGV 星星影城

（奥体店）

红星太平洋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

（丰台千禧街店）

百老汇影城

（国瑞购物中心店）

中国科学技术馆

中国电影资料馆

影厅

M 巨幕厅/4K

5 号厅

6厅

优酷厅

4 厅

5 厅

6 厅

8 厅/4K

15 厅

16 厅

4 厅

6 厅

9 厅

11 厅

3 厅

巨幕厅/4K

2 厅

1 厅/数胶

2 厅/数胶

6 厅

LD3 厅

4 厅

3 厅

8 厅

M 巨幕厅/4K

8 厅

1 厅

2 厅

6 厅

8 厅

1 厅

A 厅/数胶

剧场

6 厅

2 厅

2 厅

10 厅/4K

9 厅/4k

10 厅/4K

11 厅/4K

7 厅

8 厅

1 厅

8 厅/4K

12 厅

4 厅

1 厅

8 厅

巨幕厅/数胶/4K

1 厅

2 厅

4月17日放映信息

13:30

14：00 * 家族时光

10：00 无人知晓

13：30 某种爱的纪录

15:45

* 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

18:30

帕特森

于洛先生的假期

* 午夜阳光

杰出公民

跨越栅栏

18：00

不成问题的问题

交通意外

了不起的亡灵

比海更深

18:10 *20 30 40

办公室的故事

卢米埃尔！冒险开始

18：00 * 核桃树

象牙游戏

放大

银河街道

早安秀

爱的战争

不戴茶花的茶花女

表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

在底层

18：00加勒比海盗：黑珍珠号的诅咒

疯爱

将军号

童心无归处

一周的朋友

我的珍宝

天才与白痴

奥德赛

豹

海街日记

19：00 摩登保镖

20:45

家庭之苦2

惊变28天

一个国家的诞生

曼哈顿

血浓于罪

战争天堂

如父如子

滚烫的爱

女朋友

意大利比赛

征服者佩尔

请叫我英雄

穆赫兰道

母与子

加勒比海盗2：聚魂棺

人生密密缝

21：00 有顶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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