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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我们的母亲》

（Our Mothers）

导演：塞萨尔·迪亚兹

（César Díaz）

这部电影记述了 1980 年代危地马

拉内战对妇女的长期影响，今年在戛纳

电影节上获得了著名的金摄影机奖。比

利时提交的参赛影片获得过 7 次提名，

但均未获奖，最近一次是菲利克斯·范·
格罗宁根（Felix Van Groeningen）2014年

的《 破 碎 之 家 》（The Broken Circle

Breakdown）。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过失之子》

（The Son）

导演：伊尼斯·塔诺维奇

（Ines Tanovic）

这部影片在8月的萨拉热窝国际电

影节上首映，讲述了一个18岁的养子为

身份苦苦挣扎的故事。这是塔诺维奇在

她 2015 年的处女作《我们的日常生活》

（Our Everyday Life）之 后 的 第 二 部 长

片。丹尼斯·塔诺维奇（Danis Tanović）

2001 年的《无主之地》（No Man’s Land）

是该国唯一获此奖项的电影。

保加利亚

《阿加》

（Aga）

导演：米尔科·拉扎罗夫

（Milko Lazarov）

《阿加》是导演拉扎罗夫继 2013 年

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次亮相的《异化》

（Alienation）之后的第二部电影。影片讲

述了两位雅库特人努力适应周围不断变

化的世界的故事。这部影片作为 2018

年柏林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当年获得了萨拉热窝之心最佳

影片奖（Heart Of Sarajevo prize for best

film）。

克罗地亚

《马里》

（Mali）

导演：Antonio Nuić

克罗地亚自 1991 年独立后的第二

年起，每年都向奥斯卡提交影片，但 27

部影片都未获得提名。《马里》的主人公

弗雷基是最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毒

贩，他要为儿子的监护权而战。该电影

于2018年7月在该国的普拉电影节上首

映。

捷克共和国

《被涂污的鸟》

（The Painted Bird）

导演：瓦茨拉夫·马尔豪尔

（Václav Marhoul）

瓦茨拉夫·马尔豪尔的这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剧情片是 2019 年威尼斯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中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

这要归功于它对暴力的生动描绘。该片

改编自作家杰西·科辛斯基撰写的同名

处女作，原著围绕一个无名小男孩在东

欧农村躲避战火的经历展开，故事从社

会、历史等不同角度，反思与理解边缘人

物的荒诞行为。捷克共和国此前有 25

次向奥斯卡提交影片，1997年扬·斯维拉

克（Jan Svěrák）的《给 我 一 个 爸》

（Kolya）获奖。

丹麦

《红心女王》

（Queen Of Hearts）

导演：May el-Toukh

这部电影在 2019 年圣丹斯电影节

上获得了“世界电影院-戏剧性”观众奖

（‘world cinema – dramatic’audience

award），此后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国际

销售协议。丹麦是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奖项的角逐中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曾56

次入围，获得了12次提名、3次获奖。获

奖的有2011年苏珊·比尔（Susanne Bier）

的《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

1989 年 比 利·奥 古 斯 特（Bille August

August）的《征 服 者 佩 尔》（Pelle The

Conqueror）；还有1988年加百列·阿克塞

尔（Gabriel Axel）的《 巴 贝 特 之 宴 》

（Babette's Feast）。

爱沙尼亚

《真相与正义》

（Truth And Justice）

导演：塔内尔·托奥姆

（Tanel Toom）

爱沙尼亚已为该奖项提交了 16 部

电影，其中2013年萨萨·乌鲁沙泽（Zaza

Urushadze）的《金橘》（Tangerines）获得提

名。托奥姆的处女作影片《真相与正义》

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此人想在1872

年将爱沙尼亚的贫穷土地变成一个繁荣

的农场。

芬兰

《愚蠢成人心》

（Stupid Young Heart）

导演：塞尔玛·韦勒嫩

（Selma Vihunen）

韦勒嫩的这第6部长片于2018年在

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然后在今年的柏

林电影节上赢得了新生代单元水晶熊

奖。《愚蠢成人心》是芬兰第33部向奥斯

卡提交的影片，但该国的影片还未曾获

奖，获得提名的是 2003 年阿基·考里斯

马基（Aki Kaurismäki）的《没有过去的男

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入围短

名单的有 2015 年克劳斯·哈洛（Klaus

Härö）的《击剑手》（The Fencer）。

法国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Ladj Ly）

法国选择拉吉·利的处女作进军奥

斯卡也许是一个惊喜的选择，该片在戛

纳电影节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法国在竞

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项奖的历史上是最

成功的国家之一。在采用现行制度之

前，法国影片在 1949 年、1951 年和 1953

年曾三次获奖，此后提交的63部影片中

有37部获得提名、9部获奖。

格鲁吉亚

《辛迪斯》

（Shindisi）

导演：迪托·钦察泽

（Dito Tsintsadze）

这部电影是根据 2008 年俄罗斯对

格鲁吉亚的军事干预期间发生的事件而

摄制。该电影的主演有达托·巴赫塔兹

（Dato Bakhtadze）、乔 吉·萨 瓦（Giorgi

Tsaava）和戈加·皮平纳什维利（Goga

Pipinashvili）。这是格鲁吉亚第 18 次向

奥斯卡提交影片参赛，1996年首次提交

的电影《A Chief In Love》是迄今为止唯

一获得提名的影片。

德国

《系统破坏者》

（System Crasher）

导演：诺拉·芬沙伊德

（Nora Fingscheidt）

影片讲述了一个九岁的女孩当她在

系统治疗失败后，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病

深渊中。该片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赢

得了阿尔弗雷德·鲍尔奖，并由海伦娜·
曾格尔、阿尔布雷希特·舒奇、加布里埃

拉·玛丽亚·施迈德和丽莎·哈格迈斯特

担任主角。自1990年统一以来，德国影

片获得了11次提名，其中2部影片最终

获 奖 ，分 别 是 2001 年 卡 罗 琳·林 克

（Caroline Link）的《 何 处 是 我 家 》

（Nowhere In Africa）和 2006 年 弗 洛 里

安·亨 克 尔·冯·唐 纳 斯 马 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的《窃听风

暴》（The Lives of Others）。

希腊

《当西红柿遇见瓦格纳》

（When Tomatoes Met Vagner）

导演：Marianna Economou

从1958年到1978年，希腊最初提交

奥斯卡的10部参赛影片中有4部获得提

名；从那以后，只有2011年欧格斯·兰斯

莫斯（Yorgos Lanthimos）的《狗牙》获得

过提名。《当西红柿遇见瓦格纳》记录了

一个生产西红柿和蜂蜜的希腊小村庄中

的家庭生活。

匈牙利

《那些曾经》

（Those Who Remained）

导演：Barnabás Tóth

本片由 Barnabás Tóth 执导，卡洛

伊·哈伊久克、玛丽·纳吉出演，讲述了

1948年至1953年两名大屠杀幸存者——

42 岁的医生和一个 16 岁女孩——两人

生活的温情故事。这部电影在特柳赖德

电影节上首映。这是匈牙利提交给奥斯

卡的第10部影片，该国提交奥斯卡的影

片中，2016年拉斯洛·奈迈施的《索尔之

子》获奖，之前1982年伊斯塔万·萨博的

《靡菲斯特》也获得了大奖。

冰岛

《白色白色的一天》

（A White, White Day）

导演：希尼尔·保尔马松

（Hlynur Palmason）

保尔马松的这部剧情片故事设定在

一个偏远的冰岛小镇，一位值班的警官

开始怀疑当地男人与最近去世的妻子有

染。这是冰岛向奥斯卡提交的第 40 部

影片，成绩最好的是1992年Friðrik Þór

Friðriksson 的《自然之子》（Children Of

Nature） 获得提名。

意大利

《叛徒》

（The Traitor）

导演：马可·贝洛基奥

（Marco Bellocchio）

这是贝洛基奥的影片第三次代表意

大利出征奥斯卡。本片根据意大利真实

事件改编而成，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黑

帮首脑多玛索·布西达从意大利移居巴

西，然而远在意大利的哥哥与孩子却相

继被黑帮团伙杀害。为了惩治凶手，他

开始与意大利警方合作，在两方的不断

努力下，多玛索·布西达不仅抓住了杀害

自己亲人的幕后黑手，并将意大利盘根

错节的黑帮团伙连根拔起……意大利在

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领域有着悠久

的历史，该国共有 62 部影片参赛，获得

了28次提名和11次最终获奖。

科索沃

《扎娜》

（Zana）

导演：Antoneta Kastrati

经过长期的短片摄制职业生涯后，

Kastrati 的长片处女作《扎娜》在 2019 年

的多伦多电影节中首映，阿德里亚娜·马

托希（Adriana Matoshi）在影片中饰演是

一名迫于家人带来的生育压力的妇女。

这 部 电 影 获 得 了 科 索 沃 摄 影 中 心

（Kosovo Cinematography Center）和阿尔

巴尼亚国家摄影中心（Albanian National

Center of Cinematography）的 财 政 支

持。自2008年组建国家以来，这是科索

沃第 6 次向奥斯卡提交参赛影片，还没

获得过提名。

拉脱维亚

《转移者》

（The Mover）

导演：戴维斯·西曼尼斯

（Davis Simanis）

这部影片是西曼尼斯在 2016 年的

《放逐》（Exiled）之后的第二部作品。该

片在 2018 年的拉脱维亚里加国际电影

节上首映，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剧情影片，讲述了一个在试图拯救犹

太人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的故事。这是

拉脱维亚向奥斯卡提交的第11部影片，

以前没有获得过提名。

立陶宛

《时间之桥》

（Bridges Of Time）

导演：克里斯汀·布里德 / 奥德里乌

斯·斯托尼斯

（Kristine Briede & Audrius

Stonys）

这是一部关于波罗的海新浪潮诗人

的散文纪录片，于2018年在卡罗维发利

电影节首次亮相，然后在该地区较小的

电影节上放映。这是立陶宛第 12 次进

军奥斯卡，之前没有获得提名。

卢森堡

《特拉维夫在燃烧》

（Tel Aviv On Fire）

导演：萨梅赫·祖比

（Sameh Zoabi）

祖比的这部喜剧片讲述了一名巴勒

斯坦男子，他在与以色列士兵会面后成

为一名受欢迎的肥皂剧编剧的故事。影

片在2018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然后

在多伦多电影节、苏黎世电影节、东京电

影节、鹿特丹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慕尼

黑电影节等电影节上亮相。这是卢森堡

提交给奥斯卡奖的第16部影片，迄今为

止，该国没有获得过提名。

黑山共和国

《无尽往事》

（Neverending Past）

导演：Andro Martinovic

Martinovic 的这部处女作是塞尔维

亚语的三段式剧情片，讲述了不同时期

的父亲做出艰难决定的故事。这部影片

2018年9月在加拿大电影节上首映。黑

山共和国以前有 5 部影片参赛，迄今为

止没有获得过提名。

荷兰

《本能》

（Instinct）

导演：哈里纳·雷金

（Halina Reijn）

《本能》讲述了一名监狱心理学家对

一名犯下一系列性犯罪的罪犯深感兴

趣，而这名罪犯即将出狱。这部电影在

2019年洛迦诺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了

大广场奖（Piazza Grande）和斯沃琪艺术

和平酒店奖（Swatch Art Peace Hotel）。

荷兰已经向奥斯卡提交了51部影片，在

其黄金年代的11年中有3部影片获奖。

马其顿

《蜂蜜之地》

（Honeyland）

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 / 卢布尔

米尔·斯特法诺夫

（Tamara Kotevska & Ljubomir

Stefanov）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欧洲最后一位女

蜂猎人的故事，她必须保护自己的生计

和蜜蜂免受养蜂人的侵害。该片在2019

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这是马其顿

第16部出征奥斯卡的影片，唯一获得提

名的是1995年的《暴雨将至》。

挪威

《外出偷马》

（Out Stealing Horses）

导演：汉斯·皮特·莫朗

（Hans Petter Moland）

莫朗的这部影片讲述在 1999 年的

冬天，67岁的特罗德发现自己的邻居是

他在1948年时认识的一个人，两人的见

面勾起了当时的回忆，其中也包括特罗

德父亲的失踪事件。挪威曾提交过 40

部影片参赛奥斯卡，获得过5项提名，但

还未获过奖。

波兰

《基督圣体节》

（Corpus Christi）

导演：扬·科马萨

（Jan Komasa）

这是波兰提交给奥斯卡的第 51 部

影片，去年该国的《冷战》获得提名，2015

年的《修女艾达》（Ida）获奖。该国还曾

有9部影片获得提名，其中包括1964年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水

中刀》（Knife In The Water）。

葡萄牙

《遗产》

（The Domain）

导演：蒂亚戈·盖吉思

（Tiago Guedes）

这部在 2019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首

映的影片，讲述了在塔古斯河南岸拥有

欧洲最大地产之一的葡萄牙家族的编年

史。自1981年获奖以来，葡萄牙几乎每

年都提交影片，一共有 35 部，但仍在等

待首次提名。

罗马尼亚

《戈梅拉岛》

（The Whistlers）

导演：科尼利·波伦博

（Corneliu Porumboiu）

这部入围了 2019 年戛纳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的影片讲述了一名警察来到西

班牙的戈梅拉岛学习语言，并释放了一

位有争议的商人的故事。电影由弗拉

德·伊凡诺夫（Vlad Ivanov）、卡特琳娜·
马龙（Catrinel Marlon）和罗迪卡·拉扎

（Rodica Lazar）担任主角。这是罗马尼

亚提交给奥斯卡的第25部影片，但此前

并未获得过提名。

俄罗斯

《高个儿》

（Beanpole）

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

（Kantemir Balagov）

28岁的巴拉戈夫是今年戛纳电影节

的新宠，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5年的列

宁格勒，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带

着一个3岁的孩子返回故乡的年轻女子

的故事。这是俄罗斯提交给奥斯卡的第

27部影片，此前共获得过7次提名，其中

1995 年 尼 基 塔·米 哈 洛 夫（Nikita

Mikhalov）的《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获奖。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国王彼得》

（King Peter Of Serbia）

导演：Petar Ristovshi

彼得国王一世是塞尔维亚在 1903

至1921年的统治者，并在整个巴尔干战

争中管理该国。这部影片于 2018 年 12

月在塞尔维亚首映，这是 Ristovshi 的导

演处女作。此前该国提交了 26 部影片

到奥斯卡，但并未获得提名。成绩最好

的是2008年《完美设陷》（The Trap）入围

短名单。

斯洛伐克

《此处应有光》

（Let There Be Light）

导演：马尔科·斯科博

（Marko Skop）

斯科博在 2017 年的《伊娃·诺娃》

（Eva Nová）之后，第二次代表斯洛伐克

参赛奥斯卡。影片讲述了一个斯洛伐克

男子在圣诞节从德国的建筑工地回家，

却发现儿子加入了准军事集团的故事。

影片于2019年夏季在卡罗维·发利电影

节首映。斯洛伐克以前提交了 22 部影

片到奥斯卡，还没有获得过提名。

斯洛文尼亚

《爱的历史》

（History Of Love）

导演：Sonja Prosenc

《爱的历史》于 2018 年夏季在卡罗

维发利电影节首映，影片以失聪少年伊

瓦为中心，他在母亲去世后发现了痛苦

的家庭秘密。Prosenc 在 2016 年的《大

树》之后，第二次代表斯洛文尼亚参加奥

斯卡比赛。与邻国斯洛伐克一样，斯洛

文尼亚之前提交的22部影片，也没有为

该国带来任何提名。

西班牙

《痛苦与荣耀》

（Pain And Glory）

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这是阿莫多瓦第七次代表西班牙参

赛奥斯卡，比何塞·路易斯·加西（José

Luis Garci）的六次参赛还多了一次，创下

了西班牙的新纪录。戛纳电影节 2019

年的冠军影片《痛苦与荣耀》是阿莫多瓦

与他定期的合作伙伴安东尼奥·班德拉

斯（Antonio Banderas）和佩内洛普·克鲁

兹（Penelope Cruz）的团聚之作，讲述了

一位导演回顾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的

自传故事。西班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有

令人印象深刻的四连胜和 15 次提名的

佳绩。

瑞典

《然后我们跳了舞》

（And Then We Danced）

导演：列万·阿金

（Levan Akin）

影片讲述了梅拉布从小就在格鲁吉

亚国家舞团与他的舞伴玛丽一起训练。

当富有魅力、无忧无虑的伊拉克利到来

后，他不仅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也触发

了内心的欲望，世界就这样突然颠倒……

该片的主演莱万·吉尔巴赫尼（Levan

Gelbakhiani）在萨拉热窝电影节上获得

了最佳男主角奖。瑞典共有 16 部影片

获得提名。

瑞士

《伍德布鲁斯的异想天开之旅》

（Wolkenbruch’ s Wondrous

Journey Into The Arms Of A Shiksa）

导演：迈克尔·斯特内

（Michael Steiner）

这 部 电 影 讲 述 了 正 统 的 犹 太 人

Motti 在寻找妻子时面临挑战的故事。

瑞士此前有 5 部影片获得提名；1985 年

的《危险动作》和 1991 年的《希望之旅》

获奖。

土耳其

《义务》

（Commitment）

导演：赛米·卡普拉诺格鲁

（Semih Kaplanoğlu）

《义务》讲述了一个年轻母亲Asli的

故事，她邀请同性父母做她的保姆。这

是土耳其的第 26部参赛奥斯卡的影片，

之前都没有获得提名，仅有 2008 年的

《三只猴子》入围短名单。

乌克兰

《归途望乡》

（Homeward）

导演：纳里曼·阿利耶夫

（Nariman Aliev）

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父子将已故的儿

子和兄弟的遗体从基辅运送到克里米亚

的故事。这部影片是阿利耶夫的处女

作，今年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注目”单

元中首映。到目前为止，这是乌克兰提

交到奥斯卡的第12部影片，但还未获得

过提名。

（上接第13版）

阿尔及利亚

《帕皮卡》

（Papicha）

导演：马尼亚·梅杜尔

（Mounia Meddour）

影片讲述了1997年在阿尔及利亚的一

名年轻女子Nedjma，她在强烈的压迫下组织

了一场时装秀。该片于2019年在戛纳电影节

上首映。阿尔及利亚影片曾获得过4次奥斯

卡提名，1969年与法国合拍制作的电影《焦点

新闻》（Z）获奖。

埃及

《有毒玫瑰》

（Poisonous Roses）

导演：Fawzi Saleh

这部电影于 2018 年在鹿特丹国际

电影节上首映，它记录了开罗皮革厂

对贫困兄弟姐妹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性

影响。随后，影片在本土的开罗电影

节上获得了三个奖项。这是埃及提交

给奥斯卡的第 34 部影片，还未获得过

提名。

埃塞俄比亚

《逆风奔跑》

（Running Against The Wind）

导演：Jan Philipp Weyl

这部德国导演 Weyl 的处女作代

表埃塞俄比亚第四次出征奥斯卡，也

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该国文化和

旅游部提供支持的参赛奥斯卡的影

片。此前埃塞俄比亚因为这次未用

本土导演的作品参赛而受到批评，虽

然《逆风奔跑》是由当地的演员和工

作人员制作的。

加纳

《阿扎里》

（Azali）

导演：Kwanbena Gyansah

加纳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初次进入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角逐的国家

之一，这部剧情片讲述了一个小村庄

里的女孩为了逃离与一个 70 岁男人

的包办婚姻，前往繁华首都阿克拉的

故事。

肯尼亚

《苏维拉》

（Subira）

导演：Ravneet Chadha

肯 尼 亚 为 了 能 够 获 得 第 一 个 奥

斯 卡 提 名 ，选 择 了 这 部 改 编 自 2007

年屡获殊荣的同名短片的影片出征

奥 斯 卡 ，这 是 第 4 部 该 国 提 交 的 影

片。该片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故

事 ，她 在 严 格 的 社 交 环 境 下 仍 决 心

在海里游泳，于 2018 年 11 月在肯尼

亚 首 映 ，然 后 在 第 二 年 参 加 哥 德 堡

电影节等活动。

摩洛哥

《亚当》

（Adam）

导演：玛丽亚姆·图扎尼

（Maryam Touzani）

Lubna Azabal、Nissrine Erradi 和

Douae Belkhaouda在该片中表演了一个

寡妇面包师带走的未婚孕妇的故事。

尽管该国2012年的参赛作品《奥玛杀了

我》（Omar Killed Me）入围了短名单，但

还没有影片获得提名。这是摩洛哥提交

的第15部影片。

尼日利亚

《狮心女孩》

（Lionheart）

导演：Genevieve Nnaji

对于奥斯卡来说，这是重要的时刻，

拥有世界上最大电影业之一的国家——

著名的诺莱坞（Nollywood）首次提交了

参赛影片。诺莱坞明星Nnaji的这部导

演处女作的首映是在 2018 年的多伦多

电影节上。她还在片中饰演了阿达兹

（Adaeze）一角，这是一个男性主导行业

的环境下生存的女性，她在父亲病倒时

经营父亲的公司，还必须与无能的叔叔

一起工作。

（下转第15版）

◎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