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孟健娱乐新闻A8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86602107 监督举报电话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 86602046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041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零售价 2.00元

法国当地时间 5 月 25 日，第
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韩
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获
评委全票通过，摘得金棕榈大奖，
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戛纳电
影节最高荣誉。

纵观韩国电影人与戛纳的缘
分，奉俊昊是继朴赞郁、林权泽、李
沧东之后，第四个在戛纳电影节获
奖的韩国导演。奉俊昊曾凭《东
京！》《母亲》《玉子》三度入围戛纳
电影节，但这三次均未获奖。这次
四度入围并获奖，也打破了韩国电
影挑战金棕榈从0到1的纪录。

主竞赛单元其他奖项，还有法
国女导演玛缇·迪欧普的《大西洋》
获评审团大奖，执导《年轻的阿迈
德》的让皮埃尔·达内与吕克·达内
获最佳导演奖，《痛苦与荣耀》男主
角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与《小小乔》
女主角艾米丽·比查姆分获最佳男
女演员，《悲惨世界》《巴克劳》共享
评审团奖，最佳剧本奖由《燃烧女
子的肖像》获得，伊利亚·苏雷曼执
导的《必是天堂》被授予评审团特
别提及奖。

在“一种关注”单元中，《看不
见的女人》获一种关注大奖，评审
团奖由《大火将至》摘得，最佳导演
奖由执导《瘦人》的康捷米尔·巴拉
戈夫获得，最佳演员奖花落《212号
房间》主演齐雅拉·马斯楚安尼，评
审团特别奖由《自由》获得，《兄弟
的女人》《爬坡人生》共享评审团心
仪奖，《贞德》获评审团特别提及
奖。

常州籍导演邱阳执导的短片
《南方少女》，获戛纳电影节影评人
周单元的短片发现奖，也是本届戛
纳电影节唯一一部获奖的中国电
影。影片讲述一个高中生因身体
原因打算退出健美操队，从而引发
家人和老师反对的故事。这是邱
阳第三次入围戛纳电影节，此前他
曾凭《日光之下》入围第 68 届戛纳
电影节电影基石竞赛单元，凭《小
城二月》获第 70 届戛纳电影节短
片金棕榈奖。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刁亦男作
品《南方车站的聚会》，以及入围
一种关注的赵德胤作品《灼人秘
密》和祖峰导演处女作《六欲天》，
均未获任何奖项。不过，刁亦男

执导的《南方车站的聚会》作为本
届戛纳电影节唯一一部入围主竞
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不仅在首映
当晚吸引昆汀·塔伦蒂诺前去观
看，凭借其在华语类型片美学形
式的突破，也收获了不少好评 。
而《灼人秘密》和《六欲天》也凭借
惊悚片的类型和故事，展现了中
国导演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
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导演的所闻

所想。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电影节

开幕时艺术总监福茂早已确认，入
围的两部大陆电影已经获得许可
保证会放映，但在电影《六欲天》即
将举行世界首映之前，片方突然发
布声明，宣称因技术原因不会出席
戛纳电影节及其官方活动，导致出
现 工 作 人 员 拿 着 主 创 照 片 进 行
photo call 的尴尬一幕。最终《六

欲天》是在无主创出席的情况下完
成了戛纳放映。而主演黄璐身在
戛纳，却无法为该片宣传，也令影
迷感到遗憾。

在 戛 纳 电 影 节 举 行 的 12 天
内，佩德罗·阿莫多瓦执导的《痛
苦与荣耀》和昆汀·塔伦蒂诺执导
的《好莱坞往事》，都是金棕榈大
奖呼声很高的选手，最后却双双
陪跑。佩德罗·阿莫多瓦在《痛苦

与荣耀》中借一位导演的视角，回
顾了自己的一生，这也是他第六
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而《好莱
坞往事》则是昆汀·塔伦迪诺凭

《低俗小说》获金棕榈后，时隔 25
年再次角逐该奖项，虽然最后一
无 所 获 ，但 场 刊 评 分 3.0 分 的 分
数，仅次于《寄生虫》《痛苦与荣
耀》以及《燃烧女子的肖像》。

综合

第72届戛纳闭幕

《寄生虫》获韩国首座金棕榈
华语作品仅一部短片获奖

为期 12 天的第 72 届戛纳电影节 25 日在法国南部
城市戛纳落下帷幕，多部中国影片在电影节不同单元展
映，展现中国电影及电影人的独特魅力。

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南方车站的
聚会》虽未获奖，但以其特有的镜头语言及美学风格得到
专业影评人和观众的认可。电影媒体《因迪怀尔》评论说：

“这部黑色电影包含了足够的闪光点，足以证明导演刁亦
男是一位重要的电影人。”意大利观众马尔科认为，这部影
片风格看似冷峻残酷，实则温暖感人，创造了一个与众不
同的美学世界，所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让人感动。

近年来，以贾樟柯、王小帅、刁亦男等为代表的一批
中国导演，带着具有独特艺术价值和表达方式的中国影
片在多个国际级电影节上亮相，让越来越多各国观众了
解中国电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不仅有入围主竞赛
单元的《南方车站的聚会》，还有入围“导演双周”单元、展
现川剧艺人坚守舞台的《活着唱着》以及入围“影评人周”
单元、将中国传统绘画与影像表现相融合的《春江水暖》
等中国影片。

同时，《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在中国取得好口
碑与高票房的影片也在戛纳进行了展映。在戛纳电影节
经典单元，还放映了中国影片《盗马贼》和《护士日记》的
4K修复版。观看了《流浪地球》的法国观众斯特凡妮·拉
莫尔说：“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这样优秀的中国影片值
得让更多人看到。”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中国演员章子怡还受邀与美
国演员史泰龙、法国演员阿兰·德隆和丹麦导演尼古拉
斯·温丁·雷弗恩组成大师班，与观众及专业人士分享自
己的电影生涯及感悟。

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及世界重要的电影交流展
示与交易平台，戛纳电影节每年都能吸引众多专业电影
人士参与。中国也希望在戛纳寻找电影产业合作的新机
会。本届电影节期间，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均在这里举办专场推介。在戛纳电影节国际村中
国馆，还举行了多场中国电影制片人推介会、导演论坛等
活动。

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国青年电影人来到戛纳，在这里
拓展国际视野，与海外同行切磋交流。中国电影基金会
下设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甄选的6名青年制片人
今年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戛纳进行推介。青年制片人杨
菲菲说：“我国对青年电影人的培养和扶持机制越来越完
善，我们也更应该向世界呈现来自中国的优秀电影作
品。”

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总监热罗姆·帕亚尔说：“中国
是电影创作和电影消费大国，其他国家与中国在电影方
面有很大的潜在合作空间，通过不断深入的交流与相互
学习，可以挖掘出更多融合不同国家与文化特色的电影
合作项目。” 新华社记者杨一苗 徐永春

戛纳电影节上的
中国光影魅力

韩国导演奉俊昊（右）的《寄生虫》
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英国女演员艾米丽·比查姆凭影片《小小
乔》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西班牙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凭影
片《痛苦与荣耀》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常州籍导演邱阳执导的短片《南方少女》获
影评人周单元的短片发现奖。 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好莱坞往事》最后一无所获。

由霍建华、杨幂主演的电视剧《筑梦情缘》正在湖南
卫视播出。霍建华近日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跟老友
杨幂的第三度合作“很开心，比较有安全感”，同时分享
了男人四十的心态转变和生活状态。

新戏装嫩？“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抵触”

按照霍建华的理解，剧中的沈其南是一个很坚强、
很有毅力的男人：“当初喜欢这个剧本，也是看中这个角
色和故事比较完整。”在故事后半段，沈其南将展开复仇
之旅，造型也会改变。霍建华说：“这次我在戏里的形象
跟以前相比变化很大。我上一部戏是《如懿传》，里面的
乾隆是高高在上的，而沈其南这个角色的身世比较坎
坷，这种转变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

沈其南这个角色刚出场时年纪很轻，尤其是与女主
角傅函君要演出“两小无猜”的感觉，霍建华因此被许多
观众质疑“装嫩”。对此，霍建华坦言确实是有点尴尬：

“毕竟我已经40岁了，眼角的细纹和皮肤的状态是遮掩
不住的。要扮演年轻小伙子的状态，其实我自己心里也
会有一点抵触，但没办法，只能往那个状态去努力。”他
表示自己不介意观众的负面评价：“这些声音代表大家
有留意我们的剧，也代表一种成功。”

不懂浪漫？“把浪漫留在戏里比较好”

剧中的沈其南细心而浪漫，撒花、喂糖的戏份让粉
丝心动不已。然而，现实中的“老干部”霍建华并不浪
漫。对此，霍建华笑说：“沈其南是特别浪漫，我本人真
的差很多，还是把这些浪漫留在戏里比较好。”

从《仙剑奇侠传 3》到《逆时营救》再到《筑梦情缘》，
杨幂和霍建华已经是三度合作。时隔十年再聚首，两人
有何变化？霍建华表示：“我跟幂姐这十年的变化都很

大，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变，这种感觉很奇妙。我想我
们都更加成熟了，这是一定的。”剧情涉及许多建筑领域
的术语，霍建华称赞杨幂：“幂姐真的很厉害，有一场戏
她一个人要说三页纸的专业术语，她真的一口气说完。
在我心目中，她真的非常用功，再苦再累她都可以扛。”

霍建华表示：“跟好朋友一起拍戏是最开心的，因为
可以省去很多客套。”因此，他在挑选剧本的时候也会尽
量考虑这方面：“因为熟人还是比较有安全感吧，像我上
一部电影是跟马思纯一起拍，我们之前也一起拍过电视
剧，合作起来就非常开心和放松。我很珍惜好朋友一起
合作的感觉。”

身材发福？“不拍戏时就会放松一点”

在《筑梦情缘》开播之前，霍建华被网友拍到“发福
凸肚”的照片，让不少粉丝大喊“还我男神”。霍建华承
认自己以前会很严格地管理身材，而现在不拍戏的时候
会放松一点：“虽然时常要面对公众，但是‘做自己’还是
很重要的，不能说因为做演员就让自己过得非常辛苦，
所以现在该放松就放松，不拍戏的时候就享用一下美
食。”

谈到“男人四十”的感悟，霍建华对羊城晚报记者表
示，他对自己“要求少了”：“不管是在生活或者是工作
上，都是求一个‘自在’而已，变得比较简单。”对于拍戏，
他也是抱着随缘的态度：“好剧本可遇不可求，在没有碰
到适合的角色时，我宁可多点时间让自己充电、休息。”

霍建华一直远离真人秀和综艺，他坦言未来也不会
改变，“宁可把时间留给自己”。至于拍戏之外的生活，
他说：“我的休闲活动跟大家差不多。我很喜欢开车，会
去探店找美食，偶尔运动一下，散散步、听听音乐，都是
很简单的一些事情。”

艾修煜

戏里装嫩？戏外发福？

霍建华：男人四十
但求“自在”

↑霍建华
饰演沈其南

←杨幂与
霍建华在戏里

“两小无猜”

著名演员西尔维斯特·史泰龙亮相戛纳电影节，此次
他带来的是自己重返大银幕的作品《第一滴血 5》，据悉，
影片将于 9 月上映。73 岁的史泰龙看起来依然非常硬
朗，与他一起步上红地毯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超高颜值
闪耀全场。

在电影首映之前，史泰龙参加了“大师班”活动。当
这位老牌动作明星进入可容纳几千名观众的德彪西影厅
时，全场观众起立致敬，掌声和尖叫声不断，史泰龙上台
后还特别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刻。

走过 40 年的职业生涯，史泰龙坦言不敢自称为“传
奇”：“只有观众能定义你是不是传奇，我做的，不过就是
一直往前冲，永不放弃地一直‘打’下去！”

谈及过往的经典角色，史泰龙坦言自己的真实性格
最贴近“洛奇”：“洛奇很乐观，知道自己不是特别的人，但
尝试去成为特别的人。”

现场，史泰龙将幽默发挥到极致，还爆了不少料，让
全场观众哈哈大笑。他表示，自己因为拍戏，嘴巴曾经受
过伤，说台词不清楚，因此被阿诺·施瓦辛格嘲笑：“我说
话有口音？天啊，我跟他说咱俩就不要互相伤害了，我俩
应该开个学校，专门教讲台词。”

史泰龙坦承，自己和施瓦辛格一直是竞争关系，甚至
一度很讨厌对方：“但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我确实需要
这么一个对手。”史泰龙说，现在两人关系很好，因为“我
比他好很多嘛”。玩笑过后，史泰龙也向施瓦辛格抛出橄
榄枝：“我们年纪都不小了，趁还拍得动，应该多合作几部
电影。”

身为家喻户晓的动作男星，史泰龙被“金酸莓”这样
的奖项“光顾”过。主持人尖锐地提问：为什么一生中拍
过那么多“烂片”？史泰龙直言不讳：“我女儿也问过我这
个问题，我跟她说你闭嘴，我不拍烂片的话，你以为你上
学的学费都是哪儿来的？”他大方坦承：“当年拍电影跟现
在的环境非常不一样，当年是以明星为导向，现在主要看
的是故事。” 黄岸

史泰龙回应“拍烂片”问题

刁亦男携《南方车站的聚会》主要演员胡歌亮相戛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