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第十五届法国电影展映，再次向第七艺术致敬，这一艺
术形式是对生活的扣人心弦的写照，是一面升华的镜子，是批
判的光辉，是炙热的目光，也是联系各国的文化纽带。法国电
影展映逐渐成为中国影迷不可错过的观影机会，得益于新颖的
电影选片，观众可以在大银幕上观赏到十部新近长片，欣赏丰
富且优质的法国电影 ：喜剧片如帕斯卡尔·布迪亚尔的《我的
珍宝》，惊悚片如泽维尔·勒格朗的《监护风云》，剧情片如泽
维尔·布瓦的《女守卫们》、托涅·马歇尔的《第一名》、劳伦
·冈泰的《编剧工坊》、菲利普·加瑞尔的《一日情人》，浪漫
喜剧如克莱尔·德尼的《心灵暖阳》，传记片如艾玛努艾尔·
芬奇的《痛苦》、埃里克·巴比尔的《童年的许诺》以及马修·
阿马立克的《芭芭拉》。

法国电影联盟（UniFrance）协同法国驻华使馆献上这份精彩
纷呈的片单，在第十三届中法文化之春的框架下，这些影片将
于 6 月 26 日至 7 月 22 日期间在北京、成都、重庆、大连、深圳、
武汉和西安进行展映。

今年，我们期待超过 22000 名观众前往影院观看影片，这不仅
表示大量的中国观众对法国电影的喜爱，在欣赏电影新作的同
时，大银幕爱好者还有机会与法国艺术家见面交流，与他们相
互探讨或是问答互动。

今年，闪耀迷人的法国女演员维吉妮·拉朵嫣将担任本届法国
电影展映的形象大使。榜样性的职业经历，强烈且严格的艺术
追求，推动她在法国电影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她的此次到来对
我们而言无疑是个不可错失的机会！我们还有幸邀请到《编剧
工坊》的导演劳伦·冈泰，《女守卫们》的主演纳塔莉·贝伊，《监
护风云》的导演及演员泽维尔·勒格朗，还有《第一名》的导
演托涅·马歇尔，一位拍摄社会问题并获得成功的女导演。

在法国电影展映新一届的到来之际，我在此由衷感谢所有的合
作伙伴，特别感谢中国国家电影局，并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中国
观众积极热情地与法国电影和艺术家见面。

黎想 , 法国驻华大使 

连续第十五年，法国电影联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支持下，继续
将法国电影佳作搬上中国银幕。今年向您推介的影片包括喜剧、
剧情片、爱情片和社会片。法国电影的多样面貌将一一展现在
中国观众的面前。

今年我们有幸由女演员维吉妮·拉朵嫣担当我们展映的形象大
使。她优雅而又怀抱世界的开放态度，已经得到如克洛德·夏
布洛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伯努瓦·雅克、让 - 保罗·拉
佩诺、丹尼·博伊尔、杨德昌等著名导演的青睐，实为法国电
影形象大使的完美人选。

我们的旅程将从 2018 年 6 月 26 日开始。我们将在法国电影展
映里，一同经历一场法式梦幻，见证年轻一代的星光闪烁。

我们精选的十部长片，在本地的版权方和院线的共同努力下，
将会在北京、成都、重庆、大连、深圳、武汉和西安七个城市
进行巡回展映。

借此机会来京与观众见面的，除了形象大使维吉妮·拉朵嫣以外，
还有女演员伊利丝·布里（《女守卫们》）、导演托涅·马歇尔（《第
一名》）、劳伦·冈泰（《编剧工坊》），以及泽维尔·勒格朗（《监
护风云》）。

今年的片目不仅会让中国观众再次看到一些熟悉的女演员，也
会带来一些新的面孔 ：朱丽叶·比诺什、夏洛特·甘斯布、蕾
雅·德吕盖、埃马纽埃尔·德沃、让娜·巴利巴尔、纳塔莉·贝伊、
劳拉·斯梅特、梅兰尼·蒂埃里、艾斯特·加瑞尔。而与她们
演对手戏的男演员也是分量十足 ：马修·阿马立克、热拉尔·
德帕迪约、尼古拉斯·迪佛休尔、伯努瓦·马吉梅尔、德尼·
梅诺谢、皮埃尔·尼内，还有让·雷诺。

选片里面除了有喜剧《我的珍宝》、政治悬念片《第一名》这些
展现现代社会题材的影片之外，还有改编自法国著名作家玛格
丽特·杜拉斯神秘浪漫的半自传小说的《痛苦》、改编自多次获
得法国文学奖的小说作家罗曼·加里的同名自传体长篇小说《童
年的许诺》、以及用诗意镜头描绘法国乡村景色的《女守卫者》。
我们还将带来多部在戛纳展出的优秀影片 ：《编剧工坊》、《一日
情人》、《芭芭拉》、《心灵暖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赢得了威尼
斯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处女作两项大奖，由泽维尔·勒格朗
执导的影片《监护风云》 。

再次庆祝今年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量好评的三部中国电影。
我们希望法国电影在中国，同样能获得中国电影在法国这样的
欢迎！再次感谢所有为法国电影以及这次展映贡献力量的人！

祝大家观影愉快！ 
塞奇·图比亚纳 , 法国电影联盟主席 
伊莎贝尔·吉约丹奴 , 法国电影联盟总裁

Pour la quinzième année consécutive, avec le soutien de l'Am-
bassade de France, le cinéma français arrive sur vos écrans : 
comédie, drame, film romantique ou social, avec toute la richesse 
et la diversité qu’il est en mesure d’incarner.

L’actrice Virginie Ledoyen nous fait l'honneur d’être la marraine 
de ce Panorama. Elle qui a travaillé avec des cinéastes comme 
Claude Chabrol, Olivier Assayas, Benoit Jacquot, Jean-Paul 
Rappeneau, mais aussi Danny Boyle et Edward Yang, est une 
parfaite ambassadrice du cinéma français, de son élégance et 
son ouverture sur le monde.

A partir du 26 juin 2018, venez voyager dans l’imaginaire français 
et découvrir les pépites de la jeune génération ! Le Panorama 
du Cinéma français en Chine est l'endroit idéal pour vivre 
cette expérience.

Cette sélection éclectique, composée de 10 longs métrages, 
vient à votre rencontre avec le concours des distributeurs et 
des exploitants chinois qui nous ouvrent leurs salles dans sept 
villes : Pékin, Chengdu, Chongqing, Dalian, Shenzhen, Wuhan et 
Xi'an. Nous les remercions de leur précieux soutien.

Se joindront à Virginie Ledoyen à Pékin : la comédienne Iris Bry 
(Les Gardiennes), et les réalisateurs Tonie Marshall (Numéro Une), 
Laurent Cantet (L’Atelier) et Xavier Legrand (Jusqu’à la garde).

Le programme de cette édition permettra au public chinois de 
retrouver ou de découvrir de grandes actrices comme Juliette 
Binoche, Charlotte Gainsbourg, Léa Drucker, Emmanuelle Devos, 
Jeanne Balibar, Nathalie Baye, Laura Smet, Mélanie Thierry, 
Esther Garrel… Ainsi que leurs partenaires : Mathieu Amalric, 
Gérard Depardieu, Nicolas Duvauchelle, Benoit Magimel, Denis 
Menochet, Pierre Niney, Jean Reno.

A la comédie MES TRESORS et au thriller politique et financier 
NUMERO UNE, s’ajouteront les adaptations d’œuvres roma-
nesques mythiques de Marguerite Duras (LA DOULEUR d’Emma-
nuel Finkiel) ou de Romain Gary (LA PROMESSE DE L’AUBE d’Eric 
Barbier), et des paysages dignes de tableaux de Courbet dans la 
fresque naturaliste LES GARDIENNES. Nous aurons aussi 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plusieurs films sélectionnés au Festival 
de Cannes : L’ATELIER, L’AMANT D’UN JOUR, BARBARA, UN BEAU 
SOLEIL INTERIEUR, ainsi que le gagnant des prix de la mise en 
scène et de la première œuvre à Venise, JUSQU’A LA GARDE. 

A l’image des trois films chinois découverts avec succès au 
Festival de Cannes cette année, nous espérons que ces films 
français seront appréciés. Et nous remercions tous ceux qui 
leur permettent cette année encore d’aller à la rencontre du 
public chinois dans les salles de cinéma.

Bon festival ! 
Serge Toubiana, Président de UniFrance 
Isabelle Giordano,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UniFrance

Le Panorama du cinéma français nous permet cette année 
encore, avec cette quinzième édition, de rendre un hommage 
vibrant au septième art, ce reflet saisissant de nos vies, miroir 
sublimant, éclat critique, regard incandescent. Mais aussi trait 
d’union entre les nations. Si notre Panorama est devenu au fil 
du temps le rendez-vous incontournable des cinéphiles chinois, 
c’est grâce à une sélection inédite vous invitant à découvrir 
dix longs métrages récents représentatifs de la diversité et de 
la qualité du cinéma français, qu’il s’agisse de comédies (Mes 
trésors de Pascal Bourdiaux), de thriller (Jusqu’à la garde de 
Xavier Legrand), de drames (Les gardiennes de Xavier Beauvois, 
L’atelier de Laurent Cantet, L’amant d’un jour de Philippe Garrel, 
Numéro une de Tonie Marshall), de comédie romantique (Un 
beau soleil intérieur de Claire Denis) ou d’œuvres biographiques 
(La douleur d’Emmanuel Finkiel, La promesse de l’aube d’Eric 
Barbier et Barbara de Mathieu Almaric).

Cette programmation exceptionnelle, proposée par UniFrance 
Films en collaboration avec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se déroulera dans le cadre de la quinzième édition du festival 
Croisements du 26 juin au 22 juillet 2018 à travers pas moins 
de sept villes : Pékin, Chengdu, Chongqing, Dalian, Shenzhen, 
Wuhan et Xi’an.

Cette année encore, nous attendons plus de 22.000 spectateurs 
à l’ensemble des projections, preuve s’il en était encore besoin 
que le public chinois répond massivement à cette invitation qui, 
outre la découverte d’œuvres inédites, sera aussi l’occasion pour 
tous les amoureux du grand écran de rencontrer des artistes 
français, d’échanger avec eux, de partager leurs recherches, 
leurs interrogations.

Pour cette quinzième édition, c’est l’éblouissante actrice Virginie 
Ledoyen qui a accepté d’être la marraine du Panorama du cinéma 
français. Son parcours exemplaire, son engagement pour un art 
fort et exigeant, lui a offert une place résolument à part dans le 
cinéma français et c’est sans aucun doute une chance pour nous 
tous qu’elle vienne jusqu’ici ! Nous aurons également le plaisir 
de recevoir le réalisateur Laurent Cantet (L’atelier), l’actrice 
Iris Bry (premier rôle dans Les Gardiennes), Xavier Legrand 
(comédien et réalisateur de Jusqu’à la garde) mais aussi Tonie 
Marshall, réalisatrice de Numéro Une, une autre artiste femme 
qui a su marier succès et sujets de société.

Je tiens, à l’occasion de cette nouvelle édition du Panorama, à 
remercier chaleureusement tous nos partenaires - dont l’Ad-
ministration du cinéma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 et 
souhaite que cette année plus que jamais, le public chinois se 
montre enthousiaste pour venir à la rencontre de ces œuvres 
et artistes français.

M. Jean-Maurice Ripert,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 Sébastien Vincent / Uni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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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影片 / FILMS

芭芭拉   马修·阿马立克 作品
监护风云   泽维尔·勒格朗 作品
痛苦   艾玛努艾尔·芬奇 作品
一日情人   菲利普·加瑞尔 作品
童年的许诺  埃里克·巴比尔 作品
编剧工坊   劳伦·冈泰 作品
女守卫们   泽维尔·布瓦 作品
我的珍宝   帕斯卡尔·布迪亚尔 作品
第一名   托涅·马歇尔 作品
心灵暖阳   克莱尔·德尼  作品

BARBARA   de Mathieu Amalric
JUSQU'À LA GARDE de Xavier Legrand
LA DOULEUR  d'Emmanuel Finkiel
L'AMANT D'UN JOUR de Philippe Garrel
LA PROMESSE DE L'AUBE d'Éric Barbier
L'ATELIER  de Laurent Cantet
LES GARDIENNES  de Xavier Beauvois
MES TRÉSORS  de Pascal Bourdiaux
NUMÉRO UNE  de Tonie Marshall
UN BEAU SOLEIL INTÉRIEUR de Claire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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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国

# f r e n c h c i n e m a
十年间赢得四次金棕榈和 17 次奥斯卡

2017 年有 642 个法国片子在海外上映

吸引了 8000 多万海外观众
获得 4.7 亿欧元收入

欧洲榜首的制片国家
合拍电影的世界第一

海外发行公司的大本营

动画及特效产业的佼佼者

独一无二的管理及资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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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一名女演员即将演绎法国著名女歌手芭芭拉的生平。

女演员很努力地学习和模仿着芭芭拉的性格、声音、

动作、手势，以及她对音乐那种深入骨髓的热爱和痴

迷。女演员的出色表现时常让整个剧组惊叹，并为导

演带来了诸多灵感。她的演技愈发得炉火纯青，一切

进行得颇为顺利。

然而，她越来越投入到角色之中，旁人也逐渐感知到

她的异常与痴迷，她不仅在音乐上开始了即兴又信手

拈来的创作， 在生活上也开始模仿芭芭拉， 冷傲、美

丽、孤独又性感，她甚至有点儿分不清自己是谁。而

影片的导演在为拍摄做准备的过程中，随着透过接触

一些人，翻查旧档案和芭芭拉的音乐，对女歌手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过份投入令他也如女演员一样忘我，

两人似乎都渐渐陷入了迷思。

芭芭拉 / BARBARA

看点
本片是一部向法国著名香颂女歌手芭芭拉致敬的影片。这

部芭芭拉的传记影片不仅成就了女演员与导演的自我，感

化了观众，更像是一场对艺术、对音乐 “ 不疯魔，不成活 ”
的最好例证。影片导演马修·阿马立克不仅作为最优秀的

法国男演员被熟知，他执导的影片也多次在欧洲重要电影

节放映。本片入选第 70 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

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凯撒奖提名。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马修 • 阿马立克

让娜 • 巴利巴尔 / 马修 • 阿马立克 / 菲利普 • 迪 • 福尔科

Alicéléo / Waiting For Cinéma

Gaumont | www.gaumont.fr

北京窗外年华影视文化 

Mathieu Amalric

Jeanne Balibar , Mathieu Amalric

Alicéléo / Waiting For Cinéma

Gaumont | www.gaumont.fr

Time-In-Portrait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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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一场失败的婚姻背后，一对夫妻走上了法庭争夺抚养

权。母亲为了保护儿子免受有暴力倾向的父亲的伤害，

申请了独家监护权，而法官却判决夫妻拥有共同监护

权。被夹在中间的儿子想尽办法化解危机。父亲变得

越来越暴躁，朱利安则想尽办法保护母亲，与父亲周

旋。父亲的愤怒似乎失去了控制。一个安静的午夜，

朱利安家突然传来了一阵阵可怕的敲门声……与此同

时警方接到邻居报警，有人举报一个手持猎枪的人在

朱利安家门口敲门喊叫。警察让朱利安和他母亲锁上

浴室门等待救援。这时，朱利安的父亲踹开了大门，

拿着猎枪朝浴室走去……

监护风云 / JUSQU'À LA GARDE

看点
本片导演短片曾入选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本片一举拿下

第七十四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处女作两项大奖。

本片用惊悚类型片的手法处理家庭议题，悬疑不断，张力

十足，小男孩的表演引入注目。

Xavier Legrand

Léa Drucker, Denis Ménochet 

KG Production

Celluloid Dreams | www.celluloid-dreams.com

DDDream International | www.dddream.com

泽维尔 • 勒格朗

蕾雅 • 德吕盖 / 德尼 • 梅诺谢

KG Production

Celluloid Dreams | www.celluloid-dreams.com

数梦国际 | www.dddream.com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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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剧情简介
玛格丽特在一个尘封的柜子里发现了自己曾经写的日

记，想起了自己的过去，那时等待丈夫的痛苦如潮水

般袭来。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攻占法国巴黎，年轻貌美的作家

玛格丽特与丈夫罗伯特 • 昂泰尔姆同为一个抗战组织

的成员。1944 年，罗伯特被警察抓走，玛格丽特随

即陷入了无尽的痛苦等待中。她多方打探消息，费尽

心力地想要救出自己的丈夫。在这个过程中，意外结

识抓走她丈夫的警察拉比耶。两人经常在私下见面，

他真的想帮助玛格丽特吗？还是另有所图呢？随着战

争的结束，被抓走的人陆续返回故乡，可玛格丽特还

没有等到那个身影……

看点
《痛苦》改编自玛格丽特 • 杜拉斯的半自传小说。凯撒奖

提名女星梅兰尼 • 蒂埃里还原了这位女文豪二战中面临的

人生变故以及经历的情感风暴，影片亦还原了四十年代的

巴黎韵味。两位爱人分别由《钢琴教师》男星伯努瓦 • 马

吉梅尔以及巴黎魅力男歌手班哲明 • 比欧雷饰演。导演艾

玛努艾尔·芬奇曾两度获得凯撒电影奖。影片入选圣塞巴

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126 分钟 /min

Emmanuel Finkiel

Mélanie Thierry, Benoît Magimel, Benjamin Biolay

Les Films du Poisson 

TF1 Studio | www.tf1studio.com

Shanghai Jushi Films Co., Ltd. | www.firstbrave.com/jushi.html

艾玛努艾尔 • 芬奇

梅兰尼 • 蒂埃里 / 伯努瓦 • 马吉梅尔 / 班哲明 • 比欧雷

Les Films du Poisson 

TF1 Studio | www.tf1studio.com

上海巨视影业有限公司 | www.firstbrave.com/en/jushi.html

痛苦 / LA DOUL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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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a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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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67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年轻女子珍妮与初恋男友争吵后离开了俩人的爱巢，

伤心欲绝的她只得投奔自己的父亲吉勒斯。她在身为

大学教授的父亲家结识了父亲的女友阿丽亚娜。阿丽

亚娜与珍妮同龄，真诚地相处让两个姑娘彼此接纳，

还就爱情这一话题展开了独到的讨论。

珍妮单纯天真，遇事冲动 ；而阿丽亚娜则成熟开放，

处事冷静。阿丽亚娜告诉珍妮自己主动追求了吉勒斯，

并且非常自信于自己的选择 ；珍妮则异常伤心于自己

的初恋男友会在琐碎中日渐冷漠。两个年轻女子彼此

敞开心扉。尔后，阿丽亚娜甚至阻止了珍妮的殉情行

为，还帮她去前男友家收拾了行李，尔后带她开发新

的生活与可能。

吉勒斯虽因为教师身份未公开与阿丽亚娜的恋情，但

是仍然介怀阿丽亚娜与年轻男子的亲近。在感情上，

阿丽亚娜与珍妮的被动完全不同，她主动尝试着新的

可能以满足自己不同的感情需要。直到珍妮介绍的新

的男性朋友与阿丽亚娜私会后被吉勒斯发现，吉勒斯

大怒，离开了阿丽亚娜。

这对父女就这样各自开始了新的单身生活，直到珍妮

带着复合的前男友出现在父亲面前。

看点
菲利普·加瑞尔的名字与法国 “ 新浪潮 ” 运动息息相关，

又以自己独立个人的实验化风格出离于任何流派和运动之

外。他十六岁即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失谐的

孩子》。作为法国当代电影的传奇人物，他的片子

多次入选戛纳电影节或者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单

元，也曾获得银狮奖、让 • 维果奖和费比西

奖等多个奖项。多年的创作并未削弱他的创

作能力，近年依旧佳作不断。《一日情人》

是一部通过独特视角讨论爱情的电影。

Philippe Garrel

Éric Caravaca, Esther Garrel, Louise Chevillotte

SBS Production

SBS International | www.sbsinternational.org

Time-In-Portrait Entertainment

菲利普·加瑞尔

埃里克·卡拉瓦卡 / 艾斯特·加瑞尔 / 露易丝·谢维洛特 

SBS Production

SBS International | www.sbsinternational.org

北京窗外年华影视文化 

一日情人 / L'AMANT D'UN 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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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本片改编自多次获得法国文学奖的小说作家罗曼 • 加里同

名自传体长篇小说，此书节选入选全法国中学生指定重点

读物。影片由《贝利叶一家》王牌制片人制作，戛纳影后

夏洛特 • 甘斯布、凯撒奖影帝皮埃尔 • 尼内主演，拍摄横

跨五个国家，耗时十四个星期，既是一部令人喜泪交织的

亲情暖心之作，也是一部深入 20 至 50 年代历史核心的史

诗巨作。

剧情简介
二战期间，小说家决意要去参加空军保卫祖国，没走

多久母亲得了重病，为了保护和鼓励在战场上的儿子，

她编织出巨大的谎言，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写了上

百封信，并托付别人按时寄给儿子。儿子在战场立下

显赫战功，成为一名飞行员英雄。直到战争结束，回

家找到儿子才得知真相。多年之后，儿子对于母亲的

爱依然无法忘怀，将深情投入到创作中，为我们留下

了很多传世之作。

 130 分钟 /min童年的许诺 / LA PROMESSE DE L'AUBE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埃里克 • 巴比尔

皮埃尔 • 尼内 / 夏洛特 • 甘斯布 / 迪迪埃 • 布尔东 

Jerico

Pathé Films | www.patheinternational.com

数梦国际 | www.dddream.com

Éric Barbier

Pierre Niney, Charlotte Gainsbourg, Didier Bourdon

Jerico

Pathé Films | www.patheinternational.com

DDDream International | www.dddre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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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奥利维亚来到南法海港小镇，带领一群年轻人在编剧

工坊中进行创作。这个跨种族团队的目标是在工坊结

束时完成一部犯罪惊悚小说并出版。其中思辨力强且

极富写作天分的的学员安东经常在写作团队中发表一

些争议性言论。由于对现代世界的恐惧与担忧，这位

年轻人很快与小组和奥利维亚之间产生了隔阂。然而，

抱着懊悔和惜才的心，奥莉维亚事后私自下探访安东

希望能帮助他，没想到两人却卷入更深的漩涡中……

编剧工坊 / L'ATELIER

看点
劳伦·冈泰曾凭借纪实风格剧情片《墙壁之间》获得戛纳

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 21 年来首次加冕该奖项的法国人。

他的作品聚焦公共话题，表现复杂的世界中个人的处境和

感受，探究个体如何看待真实的世界。本片亦入选了第

70 届戛纳电影节的 “ 一种关注 ” 单元，女主演玛琳娜·佛

伊丝获得凯撒奖提名。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劳伦 • 冈泰

玛琳娜 • 佛伊丝 / 马蒂厄 • 卢奇

Archipel 35 / Archipel 33

Playtime | www.playtime.group

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aurent Cantet

Marina Foïs, Matthieu Lucci, Florian Beaujean

Archipel 35 / Archipel 33

Playtime | www.playtime.group

Beijing Hugoeast Medi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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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1915 年，德法大战进行时刻，法国的青年们被征 
前线，留守的女人们为生活和家园奔波。在一个法国

农场里生活着一家人，能干的女主人霍顿斯送走了当

士兵的两个儿子及女婿，带着女儿索朗热以及新招女

工弗朗斯，留守在村庄里忙碌生活。然而，丧失长子

的悲痛以及女婿的生死未卜，让索朗热一家处于悲伤

的阴影中。因为流言与误解，索朗热解雇了能干的弗

朗斯，而此时儿子与弗朗斯已经相爱，她已怀有身孕。

战争结束，索朗热一家的生活回归，独自抚养儿子的

弗朗斯似乎不经意地重新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女守卫们 / LES GARDIENNES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泽维尔 • 布瓦

纳塔莉 • 贝伊 / 劳拉 • 斯梅特 / 伊利丝 • 布里

Films du Worso

Pathé Films | www.patheinternational.com

北京窗外年华影视文化 

Xavier Beauvois

Nathalie Baye, Laura Smet, Iris Bry

Films du Worso

Pathé Films | www.patheinternational.com

Time-In-Portrait Entertainment

看点
泽维尔·波瓦作为法国中生代导演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常

扣人心弦却不乏知识分子气。在戛纳电影节获评审团大奖

的《人与神》是许多影迷当年的心水之作。他这次以诗意

镜头描绘法国乡郊景致，并以温柔目光注视被战争抛下的

农场和常人，塑造了热烈生活着、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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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帕特里克是一名艺术品大盗，在一次盗窃珍贵小提琴

的行动中被同伙罗曼陷害，险些身亡。大难不死的他

决定夺回罗曼独吞的赃款。他假装传播自己的死讯，

吸引他两位同父异母的女儿卡洛尔和卡洛琳来到他位

于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的藏身之地。他因从前没有尽

到父亲的责任对女儿们感到歉疚。起初，两姐妹对这

位失职的父亲心怀责备，但日渐相处中，她们发现了

父亲的可爱之处，此前从未谋面的姐妹之间也愈发亲

密和默契。三人经过周密计划，利用高超的新技术和

美人计，成功从罗曼手中拿回交易款。最后姐妹二人

还联手 “ 教训 ” 了一下她们狡猾的父亲。父女三人欢

乐地开始他们的新旅程。

我的珍宝 / MES TRÉSORS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帕斯卡尔 • 布迪亚尔

让 • 雷诺 / 丽姆 • 柯里奇 / 卡米尔 • 查莫 

Radar Films

SND Groupe M6 | www.snd-films.com

朗思传媒 | www.lensmedia.com.cn

Pascal Bourdiaux

Jean Reno, Reem Kherici, Camille Chamoux 

Radar Films

SND Groupe M6 | www.snd-films.com

Lens Med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 www.lensmedia.com.cn

看点
因《这个杀手不太冷》而被广大影迷喜爱也被大量模仿

的让 • 雷诺，这一次变身欺世大盗老爸，与两位性格截然

不同的少女共同完成了一趟 “ 法式 007” 的复仇欢喜之旅。

由法国著名歌手 Sinclair 制作的原声也助力导演完成了这

场精心设计又富有野心的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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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分钟 /min

剧情简介
艾曼纽是一家法国再生能源公司的高管，有野心、能

力强、做事果断，还会说中文。安西亚公司是巴黎著

名的上市公司，现任领导者因患上癌症，将不久于人

世，因此安西亚公司急需一名出色的新领导者。此时，

女权主义者俱乐部奥兰普的创始人，阿德里安娜向艾

曼纽抛出橄榄枝，希望艾曼纽可以接受她的提议 ：在

她的帮助下，成为安西亚公司的下一任领导者。如果

她们成功了，艾曼纽将成为法国第一个站到如此高度

的女性。

但是，在上层领导者以男性居多的职场，艾曼纽要想

得到这个机会并不容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曼纽

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遇到了极大

的困扰。加上竞争对手让博梅从中作梗，这更让艾曼

纽一度想要放弃。当这场竞争变成了一场战争，艾曼

纽又将作何选择？

看点
法国女导演托涅·马歇尔的作品曾入选过威尼斯电影节和

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这次选择了职场和女性议题，剧

作上依旧精致真实，试图在人物成长和剧情进展当中，增

加人文厚度和现实层次。片中女演员埃马纽埃尔·德沃作

为德斯普里钦御用，曾参与过他的六部作品。此次在片中

说中文唱中文，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职场女强人形象。她凭

借本片获得了凯撒奖的提名。

第一名 / NUMÉRO UNE
托涅·马歇尔

埃马纽埃尔·德沃 / 苏珊娜·克莱蒙 / 班哲明·比欧雷 

Tabo Tabo Films

Pyramide International | www.pyramidefilms.com

上海巨视影业有限公司 | www.firstbrave.com/jushi.html

Tonie Marshall

Emmanuelle Devos, Suzanne Clément, Benjamin Biolay

Tabo Tabo Films

Pyramide International | www.pyramidefilms.com

Shanghai Jushi Films Co., Ltd. | www.firstbrave.com/jus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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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re Denis

Juliette Binoche, Xavier Beauvois, Philippe Katerine, Josiane Balasko

Curiosa Films

Playtime | www.playtime.group

Beijing Hugoeast Media Co., Ltd. 

 87 分钟 /min心灵暖阳 / UN BEAU SOLEIL INTÉRIEUR

剧情简介
住在巴黎的艺术家伊莎贝尔是一位离婚妈妈，她总在

寻觅真爱。然而她却总是在爱与不爱之间犹豫，在与

每一段爱情拉扯的同时，她也发掘着自身对情感与欲

望的悸动。迷失在这恋爱丛林里的伊莎贝尔，是否能

如愿找到穿透黑暗的那一缕阳光呢？

看点
克莱尔 • 德尼是法国当代最优秀最大胆的女导演之一。从

马卡维耶夫、文德斯、贾木许处出师的德尼，其作品充满

影像活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情欲张力。其独特的影像风

格和对移民、种族、移民问题的勇敢关注，使她多次在戛

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入选竞赛或者获

奖。女神朱丽叶 • 比诺什凭借此片获得欧洲电影奖和凯撒

奖的提名。

Réalisation
Avec
Producteur
Ventes Intl
Ayant Droit Chine

导演

主演

制片公司

国际销售

中国版权

克莱尔 • 德尼 

朱丽叶 • 比诺什 / 热拉尔 • 德帕迪约 / 瓦莱丽亚 • 布鲁尼 • 泰德斯基 / 若西安 • 巴拉斯科

Curiosa Films

Playtime | www.playtime.group

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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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法国影展影城信息 ：

北京 BEIJING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MOMA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路 1 号 MOMA 北区 T4 座

网址 ：www.b-cinema.com
 
北京百老汇影城（apm 购物中心店）
Broadway Cinema (Beijing apm Mall)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138 号北京 apm6 层

网址 ：www.b-cinema.com

深圳 SHENZHEN
深圳百老汇影城 cocopark 店
Broadway Cinema (Cocopark SZ)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COCOPARK 2 楼

网址 ：www.b-cinema.com
 
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SZ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润万象天地

L5 层 562 号店铺

网址 ：www.b-cinema.com

大连 DALIAN
大连百丽宫影城恒隆广场店
Palace Cinema (OLYMPIA 66 DL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 66 号恒隆广场 4 层

网址 ：www.b-cinema.com

ÉQUIPE DU PANORAMA 工作团队
Isabelle GLACHANT、李雅、 梁颖、 白贤达、Maria RUGGIERI
媒体公关 ：王耀臣、王雯、李宙光、徐雅、王安昊

设计 ：Marie Hefti | mariehefti.com 

剪辑 ：小 1
主持 ：李嵩 

NOUS REMERCIONS 鸣谢
黄晓明 先生 / Virginie LEDOYEN / Tonie MARSHALL / Iris BRY / Laurent CANTET / Xavier LEGRAND
 

中国国家电影局 / Le 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 (CNC) / 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 Le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 La 
Société civile des producteurs de cinéma et de télévision (PROCIREP) /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 Les Consulats généraux de France à Chengdu, Canton, Xi’an, Shenyang, Wuhan, Kunming / Les Alliances 

françaises en Chine / Renault / Air France / TitraFilm

百老汇影城北京团队 / 卢米埃影业 / 星美影商城成都大悦城 IMAX 店 /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 / 北京窗

外年华影视文化  / 数梦国际  / 北京和观映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上海巨视影业有限公司 / 朗思传媒 / 中国电

影资料馆团队 /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 Les ayants droit des films présentés / Les équipes d’UniFrance à Paris / 

Les équipes du Service culturel et de la Cellule audiovisuell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官方支持

赞助支持

合作

全国媒体合作伙伴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V :

V

LOGO AIRFRANCE
Nº dossier : 2007399E

Date : 19/05/09

alidation DA/DC 

alidation Client 

100 75 80 60

全媒体合作伙伴深度战略媒体合作 深度战略视频合作

战略合作视频网站 独家手机官网 媒体支持 媒体支持 媒体支持

媒体支持 首席新媒体合作伙伴 专业新媒体合作伙伴 媒体支持

独家门户支持 深度传播平台 首先电影门户 专业门户支持

成都 CHENGDU
星美影商城成都大悦城 IMAX 店
STELLAR CINPLEX MALL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悦路 518 号大悦城 4F-01
电话 ：028-63170077 

网址 ：www.xmcm.com/zh/

武汉 WUHAN
卢米埃武汉凯德 1818 影城
Lumière Wuhan CapitaLand 1818 Cinema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凯德 1818 广场七楼

电话 ：027-59627108 

网址 ：www.lumiai.com 

重庆 CHONGQING
卢米埃重庆金源 IMAX 影城
Lumière Chongqing Jinyuan IMAX Cinema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 368 号金源购物广场 4 楼

网址 ：www.lumiai.com 

西安 XI’AN
卢米埃西安凯德影城
Lumière Xi’an CapitaLand Cinema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西段 64 号凯德广场 5 楼

电话 ：029-88665301 

网址 ：www.lumi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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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weibo.com/frenchfilm
豆瓣小站 ：site.douban.com/panoramafr
微信号 ：frenchpanorama
影展专页 ：panorama2018.moviebase.cn
法国电影联盟 ：www.unifr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