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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国宝级”电影导演努

里·比格·锡兰看来，评委们对同一

部电影产生完全不同的观感和评价

很正常。“从我之前担任其他电影节

评委的经验来看，有些评委的观点

会在互相讨论之后做出改变，这很

正常。获奖作品也只是评委会在当

时当地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在看

待获奖结果的时候完全不必那么严

肃而紧张。”

作为与贾樟柯同期崭露头角的

导演，锡兰回顾了自己与贾樟柯在

柏林的相遇，直言自己“在贾樟柯的

镜头中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电

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故

事”。对此，赵涛回应表示自己与贾

樟柯都是锡兰的影迷，“我们一起在

影院看过很多部锡兰导演的作品。”

作为剧情片单元唯一的女性评委，

赵涛关注到本届金爵奖入围的三

部华语片中有两部是女性导演作

品，这让她惊喜，“作为个人来说，

我非常期待中国电影取得好成绩，

但我们对电影的评判只有一个标

准，那就是艺术标准。我希望我们

的中国电影能够在国际标准之下砥

砺前行。”

另一位中国评委、演员王景春现

场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电影的期待，

“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思考环境

和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最新鲜的。”

本报讯“聚焦德国”是上海国

际电影节“地球村”展映单元中的

“老字号”，每年该单元都会展映一

批优秀的德国新片，今年该单元共

计展映《克莱奥：如果我能倒转时

间》、《塞壬》等 11 部电影，此外，还

有德国电影《生日》入围金爵奖剧

情单元，《一切都好》入围金爵奖纪

录片单元。

6月16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

“聚焦德国”电影展映发布会，多部展

映作品的主创亮相。《克莱奥：如果我

能倒转时间》的女主角玛琳·洛希来

到现场，表示电影所表达的是个有点

科幻的故事，“女孩年轻时犯过错误，

某天找到一个宝贝，能够让时间倒

流，弥补曾经的错误，于是一场冒险

就开始了。”她觉得这部电影告诉观

众要相信创造力和梦想。

据了解，该片整体风格与《天使

爱美丽》有异曲同工之妙，节奏轻快、

诙谐有趣，有看完首场展映的观众在

网上留言说：“非常愉快的观影体验，

充满奇思妙想，感觉幕后主创一定也

是群可爱的人。”

曾入围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的《系统破坏者》两位制片人也

来到现场，他们称这部电影在上海国

际电影节是国际首映，该片讲述一位

9岁小女孩试图从德国的儿童福利系

统中逃离，回到自己家庭的故事。制

片人表示这部作品和很多德国电影

一样，“就是表达德国电影工作者对

社会、世界的一些看法。”

发布会上，不少德国影人都表达

了他们希望和中国合拍电影的想法，

德国电影服务营销有限公司的公关

负责人丹尼斯·鲁赫透露，在今年内，

中德两国就有望签署合拍的相关协

议，“在合拍电影方面，我们拥有美好

的未来，这也利于电影发行。”

（影子）

金爵奖评选标准怎么定？
锡兰：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去评

“聚焦德国”单元将展映11部影片

本报讯（记者 郑中砥）6月16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剧情片

单元评委努里·比格·锡兰、尼古拉斯·赛利斯、王景春、保罗·杰诺维塞、小阿列克谢·日耳曼、拉吉

库马尔·希拉尼、赵涛，动画片单元评委汤姆·摩尔、米格莫·索德诺皮、高薇华，纪录片单元评委维

克多·科萨科夫斯基、伊莎贝尔·费南德兹、林旭东，三个单元评委悉数亮相并现场讲述各自心中

的评选标准。评委们表示将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入围影片，期待在片中看到更多“新鲜的表达”。

1960年到1980年，上海美影厂打

造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辉煌，创造了很

多家喻户晓的动画角色。今年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主视觉图案“孙悟空”，

灵感就是来自上海美影厂动画片《大

闹天宫》。

爱尔兰导演汤姆·摩尔对这一

创意表示赞赏，“跟中国的动画人

才接触之后，我觉得这几年中国

在动画电影上取得的进步很大，

在技巧上已经能够与顶级水平比

肩，但在艺术风格上，我希望未来

看到更多不盲从日本或者好莱坞

动画、有更多中国特色和中国风

格的动画电影。”

动画片单元评委、中国制片人高

薇华现场回顾中国动画人曾经取得

的优秀成绩，并描述了她心中“好动

画”的样子，“好的动画片应该是创

造生命的艺术。我希望它首先创造

一个有生命力的角色，这个角色是

有情感、有困惑、有追寻的，它能够

带给观众一个虽然虚幻但是感觉却

很真实的世界。”

纪录片的题材与艺术手法孰轻

孰重？在题材选择与艺术表达之间

的权衡成为摆在评委面年前的一道

难题。

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

席、俄罗斯导演兼编剧维克多·科萨

科夫斯清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两

者需要平衡，但是纪录片作为一部

电影，它首先是一个艺术作品，而非

一则电影新闻，所以从我个人角度

我会更注重纪录片的艺术表达。”

荷兰制作人伊莎贝尔·费南德

兹对此表示赞同,“我希望一部纪录

片能让我吃惊的点，在于它的艺术

性，而不是它所记录的话题。”

纪录电影研究者林旭东认为，

“纪录片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文化

的标准，在评价一部纪录电影的时

候，要全方位进行考量。”

◎ 剧情片要表达每个时代的思考

◎做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片

◎纪录片首先是一部艺术作品

剧情片单元评委会主席、土耳其

著名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分享了自

己的评价标准，“站在观众的角度而

非评委的角度去看电影，用开放的

态度，关注个人情感的表达。”

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俄罗斯

导演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现场妙

语不断，直言自己最关注的是影片

的艺术性，“电影并不是讲故事的，

电影是让你看故事的。如果要求

电影一定要讲故事，那你就错了。

纪录片不一定非要讲难民、政治、

社会困境。很多时候纪录片讲的

是一种虚无。但这种虚无就给了

人们心灵上的冲击。就像蒙娜丽

莎，它有什么主题吗？没有，但这并

不影响它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艺术作品。”

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爱尔兰

导演汤姆·摩尔表示从入选影片中

发现了不少惊喜，同时他期待看到

更多“不模仿日本动画或者好莱坞

动画，而是坚持反映中国历史文化

的动画作品”。

本报讯 6 月 17 日，第 22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见面

会举行，本届亚新奖评委会主席宁

浩，与评委苏有朋、谭卓、石井裕也、

谢福龙一同亮相。

2005年，还是电影新人的宁浩以

《绿草地》获得亚新奖肯定，这对当年

的宁浩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鼓

励。今年宁浩以亚新奖评委会主席

的身份回到这个平台，参与挖掘新一

代的亚洲新人新作，身份早已从新人

变成了著名导演。谈及对本届亚新

奖的期待，宁浩说，只想“看到更多青

年导演富有创意的作品”。

新鲜、富有创意，评委们不约而

同地提出了跟宁浩相似的期待。苏

有朋说，希望通过评选，“让更多有才

华、有审美特点的电影新人作品涌现

出来”；作为策展人的谢福龙说：“我

想看到年轻一代电影人新的发展趋

势”；而谭卓则希望看到“属于新人时

代的新鲜内容”。

电影新人难出头，一直是行业难

解的问题。作为新人界的前辈，这些

评委曾经遇到过的最大困难又是什

么呢？宁浩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资

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我遭遇的

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投资。我们需

要有很强的推销自己的能力，要显得

非常成熟，去跟投资方接触，让他们

信赖你，然后才能把资金交给你。”

凭借影片《编舟记》为中国观众

所喜爱的日本青年导演石井裕也补

充说，资金确实是一个大困难，在自

己的作品还没有获得认可的时候，

“如何保持自信，坚定不动摇地走下

去，这一点至关重要。”

为了吸引投资和获得票房成绩，

不少新人导演的电影不惜成本启用

“流量明星”作为加持。对于这种现

象，宁浩说，自己的团队每次都是通

过对剧本的研究来选择演员，“从创

作视角来看待作品和演员的选择，我

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不会区分

流量明星或者没有流量的明星，这些

词我觉得都有点不太公正。对于一

部作品来说，他们都是演员，是不是

合适才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问题，而

不是给他们赋予其它意义。”

苏有朋在执导《左耳》时，大胆启

用新人演员，影片获得了良好的口

碑，影片票房还达到了近 5亿元。他

分享了自己选择新人的标准：“一个

是非常适合角色，另一个是他们真心

希望做个演员而不是明星，当然，聪

明、有悟性也不可缺少。”

对媒体提问的“新人导演如何吸

引明星参演”的问题，苏有朋说：“我

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一个好演员最希

望遇到什么呢，就是好的剧本、好的

导演、好的监制，那你就用这个来吸

引他们。” （赵丽）

本报讯 近些年，伊朗电影的国际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

的中国电影人也将视线投向了这个同

样拥有着古老文明和文化的国家。6
月 17 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合拍片

市场举办了“聚焦伊朗”中伊电影人对

话论坛，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

理苗晓天，伊朗曙光旬电影节主席、导

演雷扎·米卡里米，曙光旬国际电影节

国际关系主管卡米亚尔·莫塞因，导演

江海洋，电影制片人王易冰出席活

动。苗晓天在现场透露，中国和伊朗

的合拍电影协议已进入最后的文本协

商阶段，预计今年内可以签署。

在对话环节，伊朗曙光旬电影节

主席、导演雷扎·米卡里米首先介绍了

伊朗电影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他表示

中国和伊朗同属亚洲，都是一个多民

族的国家，有着很多共通的文化渊源，

这为两国的电影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导演江海洋非常赞同米卡里米的

看法，以《小鞋子》、《樱桃的滋味》、《一

次离别》等为代表的伊朗电影，在中国

收获了不少的影迷拥趸，究其根本就是

这些影片抓住了中国观众的情感脉搏。

他表示，从伊朗电影里表现出来

的社会生态和创作生态，与中国电影

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两个国家

都经历过苦难，我们的人民都用善良

来化解这些苦难，永远不放弃对梦想

的追求，这可能就是两国人民比较相

近的地方。”

谈到中伊合拍片的选题时，江海洋

表示现实题材可能是当下最合适的切

入口，“对观众来说，他每天过着差不多

的日子，他也很想看看别人怎么过日

子，伊朗人民的生活对中国老百姓既新

鲜，但又情感相通，这给现实题材的合

拍片提供了观众基础”。

《我不是药神》的制片人王易冰则

认为，未来中伊合拍片必须从文化的

连接上找到突破口，而不是简单的元

素嫁接。他说，在策划《我不是药神》

之前，从来没有规划或者设计过拍一

个跟印度有关的电影，以前也从来没

有去过。“但开始真正接触这个故事和

人物的时候，印度的元素就自然进来

了，不是我们有意设置这个桥段跟印

度有关，而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儿。”

他表示，如果能够有机会找到一个故

事，其中恰好有伊朗的元素，那就是真

正的水到渠成。

（影子）

本报讯“整整20年了，这真是一

个非常惊人，值得庆贺的时刻”，在近

日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聚焦意大

利”展映发布会上，来自意大利电影

局的洛索拉难掩激动之情，她表示自

1999年以来，意大利电影局已经和上

海国际电影节建立了长达 20年的合

作，每年都会向上海输送意大利的优

秀作品,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以来专

业而又独到的选片眼光也令她印象

深刻，盛赞不已。

洛索拉透露，登陆本届电影节的

意大利作品达到了 21 部之多，其中

“聚焦意大利”单元将展映《孟加拉人

在罗马》、《冠军》等 12 部作品，其它

作品将分别在金爵奖参赛片和“一带

一路”电影周等单元中与观众见面。

在《孟加拉人在罗马》片中身兼

导演、编剧、主演的法姆·布宜安，竟

然是一名 95 后，他透露该片是一部

“非常浪漫的喜剧”，主人公住在罗马

多种族聚居区，作为孟加拉裔二代移

民，父母要求他娶一个孟加拉女子，

他却爱上了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孩，

不得不面临家庭和爱情的冲突。

出演《第一个国王》的男演员阿

莱西奥·拉皮斯介绍说，电影是根据

古老的意大利神话改编的，讲述罗马

帝国的起源，时间背景大约是在公元

前 753 年，虽然距离今天非常遥远，

可他相信上海的观众也会被影片的

故事所吸引。

《冠军》的导演阿戈斯蒂尼说，他

的作品是在讲述两个男人间的友谊，

有不少“意大利式笑话”，男主角是一

位风头正盛的足球明星，但行事鲁

莽、私生活混乱，公司给他安排了私

人教师，来帮助他规范自身的言行，

通过不断的相处，两人从师生变成了

挚友，相互成长，“这是一部很温馨的

作品，不仅关于友谊，也关于人与人

之间的爱。”

《命运杀局》则是一部相对另类

的题材，电影由 5 个故事组成，情节

丝丝入扣，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荒

诞感，导演厄洛斯·普格里利认为这

些故事虽然有点极端，但都来自他从

真实生活中获取的灵感。 （郑鹏）

中国与伊朗电影人共探合作方向：

现实题材是最合适的切入口

亚新奖评委会：
想看到青年导演富有创意的作品

《孟加拉人在罗马》等12部电影
亮相“聚焦意大利”单元

左起：苏有朋、宁浩、谭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