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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到

电影节评选$就不是院线比拼票

房$总得有到这里来的意义% 我

个人认为好的作品要么要有原

创性&如果没有原创性$那就得

把非原创性做得更好%'昨天$第

!"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

委见面会召开%在被问及评选标

准时$主竞赛单元主席姜文做了

非常#姜文'的回答%

"##$ 年上映的 (阳光灿烂

的日子)让姜文以导演的身份为

观众熟知$这部由他自编自导的

作品屡获大奖$更被(时代周刊)

评为当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

影之首%而后姜文又推出了一批

个人风格浓郁的作品$在国内外

都引发不小关注%

与姜文一同亮相的还有张

震*秦海璐*大卫+佩穆特*伊尔

蒂科+茵叶蒂*赛米+卡普拉诺格

鲁等主竞赛单元评委%大家一一

阐述了自己的好片标准%在接下

来的几天里$ 他们将从入围的

"% 部影片中选出自己心目中的

最佳%

与姜文的惜字如金相比$身

兼演员*制片人等职的秦海璐对

自己的评选理念有更为详细的

阐释% #每部影片导演想要表达

的主旨不同$ 每个人的生活*认

知*表达方式和表达深度也不尽

相同$所以对我而言$好电影没

有绝对标准$但有些方面可以参

考% '

秦海璐给出了三个参考维

度,首先$电影有没有将故事讲清

楚&第二$电影诠释故事的方式是

否常规&第三$这样的诠释方式能

否触动观众的内心% 她直言$从目

前给到的片花看$ 本次参赛作品

中现实主义题材居多$ 这些具备

生活基础的作品能否在触动人心

的同时兼具社会深度$ 将成为评

委间讨论的重点%

刚从戛纳电影节担任评委

归来的张震直言$自己选片更多

是#靠直觉'% #电影的想法有没

有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击中观众的内心$最重要% '

除主竞赛单元之外$ 金爵奖纪录片和动画片单元的评

委也亮相见面会%#特色'一词被不少评委提及%纪录片单元

评委会主席皮尔乔+汗卡萨罗曾在 %& 多个国家举办个人作

品回顾展$亦是各大纪录片节的常客% 她说$本次担任上海

国际电影节评委$ 自己内心最期待的是看到更多具有中国

特色的作品%

在谈到#特色'时$动画片单元评委*导演孙立军颇为感

慨% 他本人 "#'( 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动画专业$师从动

画片(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继承和发扬#中国动画学派'

是他们这一代动画人心中的神圣使命% 早年进入中国市场

的海外动画十分有限$中国动画具有鲜明的本土美学特色%

但如今$ 中国动画的本土特色逐渐让位于日本与美国的审

美风格% #我希望年轻的中国动画人不要盲从市场$也不一

味模仿过去$在继承中创新$为传统找到时尚化的表达% '

在电影节!我们学习爱情
今年这些参加展映的爱情电影%总有一部是你钟爱的

一直以来$ 爱情电影是各大电影节的热

门之选%上海国际电影节也不例外$开票之初

最先售罄的影片$ 很大一部分便是诸如 (冷

战)(理智与情感)(心灵暖阳) 之类的爱情电

影%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时隔 !& 年$经典爱情

影片(泰坦尼克号)还是那么受欢迎$创下多

场全满后加场$ 加场电影票两分钟又被 #秒

光'的盛况%

疼痛感消失了%爱情还在吗

(泰坦尼克号)在这 !& 年里不知重映过

多少次% !&"! 年$%) 重制版(泰坦尼克号)上

映$在中国内地卷走 #*(' 亿票房% 总是有那

么多拥趸甘愿为它再次走进影院$ 为杰克和

露丝的爱情动心流泪%

一个在开船前一刻才赢得船票的落魄画

家$一个不得已与未婚夫登船的贵族少女$上

世纪初两位身份不同的年轻男女就这么遇

上%他们在电影中的故事已无需重述$对很多

人来说$(泰坦尼克号) 不仅是一场美丽的爱

情$也是一段追不回的最好时光%

呵$催泪的爱情$还没有一部像(泰坦尼

克号)那样并入人们的心灵史%当时露丝望着

美丽的星空$哼着没有名字的小调%杰克扒着

救命船板$握着露丝的手$他的身体在冰冷刺

骨的海水里$逐渐僵硬%那就是传说中的生离

死别$刻骨的疼痛%我们甚至幻想过电影里不

能圆满的爱情$能在生活中得以实现%这多少

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片中男女主

角的扮演者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凯特+温

斯莱特#在一起了'的新闻屡有曝出$最终又

都被证实是假消息%

谁也不能回答$ 为什么露丝和杰克不能

在一起-为什么凯特和#小李子'没有在一起-

这些心头的问号$像极了(泰坦尼克号)结尾$

年老的露丝把海洋之心扔进海底的那一

刻...她的眼前出现了记忆中的杰克$ 让她

如此心动% 这个场景几乎定格了我们记忆中

最美好的爱情$ 同时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爱

情% 当岁月流逝$疼痛感消失之后$你的爱情

是否也沉入了海底-

#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是'$这绝非(后

来的我们)发明$(廊桥遗梦)早在 !& 多年前

对此作出了诠释% 这部诞生于 "##$ 年的电

影$当年公映时十分引人注目$直到今天$影

片中对中年人心理情感的体现依然不过时$

依然具有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 但其中展现的情

绪部分却十分细腻% 电影适时地抛出了一个

关于爱情真谛的话题, 真爱到底是冲动还是

克制-感性还是理智-真正让这部影片升华的

是$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弗兰西丝卡最终

回归两人家庭$将那四天的回忆永埋心底$而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饰演的牛仔$选择一辈子

漂泊$就此不去打扰弗兰西丝卡的生活% #我

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 人们用一

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 用一小时的时间

去喜欢一个人$ 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

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

个人'$成了(廊桥遗梦)最经典旁白%

爱情或许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难的一道

题%这次$观众们还将有机会重睹李安导演的

(理智与情感)%当年很多人质疑过$一个有美

国留学背景的中国导演$ 去拍英国女作家的

作品$且不说他要怎么改编$才能让人不觉乏

味$光是休+格兰特和艾玛+汤普森这两个#大

演员'$就够他喝一壶的% 片中出演大姐艾莉

诺的艾玛+汤普森当时已是奥斯卡最佳女演

员$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她还是(理智

与情感)的编剧&而出演爱德华的休+格兰特

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 在前一年已凭

借当年票房奇迹(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拿下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和金球奖双料最

佳男演员$坐稳了#英伦男神'的头把交椅%而

那时的李安$还没拍出(卧虎藏龙)(断背山)$

刚凭(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崭露头角%

事实证明$好的导演和作品$是彼此成就

的%(理智与情感)成了李安的转折点$他以东

方式的审美切入$把准了奥斯汀笔下那种#相

爱却不能爱'的情绪脉络$用大量长镜头和远

景为表现手段$ 在保证观众情绪连贯性的前

提下$将英国式的乡村情结拍到了极致%

新片带来思考& 爱是否存在
超越一切的力量

本届电影节$ 观众还有机会一睹一些关

于爱情的新片#零时差'放映$它们多完成于

去年下半年甚至今年%与经典老片相比$它们

代表了活跃在世界影坛的创作者们对当下的

思考%

波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刚摘

得戛纳金棕榈导演大奖的影片(冷战)$无疑

是其中的大热之选% "#$& 年代$波兰和巴黎$

音乐家和年轻女歌手坠入爱河$ 爱情却无法

开花结果% 影片描绘了特定环境下的一段动

人爱情$导演把两个人 "$ 年的故事$放在 '&

多分钟的片长中$高效*极简*又回味无穷%该

片跟帕夫利科夫斯基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

(修女艾达)一样$影像极为突出% "!"*%% 的画

幅*干净的黑白摄影*精巧的构图$在大银幕

上观看真是一种享受%

爱是否存在能超越一切的力量- 导演把

这留给了观众去思考%

法国影片(心灵暖阳)是我国观众所熟悉

的影星朱丽叶+比诺什的新片%她在片中饰演

的伊莎贝尔是位离过婚的艺术家$ 她渴望真

爱降临$却总是在爱与不爱之间犹豫%影片细

腻地展现了现代人在两性里摸爬滚打$ 却依

然虔诚地眺望着下一场#伟大的爱情'% 迷失

在恋爱丛林里的女人$ 能否如愿找到洞穿黑

暗的一缕暖阳呢-

日本电影 (跨越八年的新娘) 取材自日

本冈山县一对恋人的真实经历, 新婚在即的

麻衣突然昏倒$ 被确诊患有发病率仅为三百

万分之一的病症% 恋人尚志一直陪伴在长睡

不醒的麻衣身边 $ 祈祷她能够醒来 % 数年

后$ 麻衣奇迹般醒来$ 却遗失了所有关于尚

志的记忆//电影开拍之前 $ 这个饱含爱

情* 亲情* 坚守* 信念等元素的爱情故事便

在日本引发热议$ #八年前的奇迹婚礼' 成

为年度社交话题$ 更被改编成小说及漫画%

该片去年 "! 月在日上映后$ 创下了多周票

房第一的纪录%

这次还有一部据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

杜拉斯原作改编而成的新片$ 在电影节上展

映% 在这部名为 (痛苦) 的电影里$ 有杜拉

斯对其在二战期间个人经历及对战争问题的

思考$ 也有她如何等待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

丈夫归来的真实记录% #我终于等到你回来

了% 我却又不断在回避见到你% 是的$ 你的

回来摧毁了我对你的回忆% 那是一种无法原

谅的痛苦%' 影片呈现的上世纪 (& 年代的巴

黎很美$ 结尾却相当嘲讽% 爱人回来了$ 活

着且仍爱她% 而女主人公更爱的显然是 #在

战争中失去丈夫的痛苦' 本身% 不得不说$

这非常的杜拉斯%

意大利影片 (给自己的情书) 始于一场

意外% 年迈的建筑大师曼菲迪倒卧病榻$ 请

独生女凡雀丝卡回意大利协助监督湖畔别墅

装修% 在那儿$ 她邂逅了父亲最信赖的事业

伙伴马西莫% 随着装修的进行$ 她对他产生

了难以言喻的情愫$ 这段她人生里最澎湃的

相遇$ 却因一场意外的来访发生变化%

"#卷"中国文化史迹#全译本出版
呈现中国代表性文化史迹近百年演变

本报讯 !记者许旸" 中国历史与

文化遗迹图录 (中国文化史迹) 全译本

日前出版$ 该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历时四年多合作完

成 % 在学界看来 $ "% 卷 (中国文化史

迹) 全译本的出版$ 极大丰富了中国历

史尤其是晚清史的资料来源$ 促进了中

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

(中国文化史迹) 由日本学者常盘

大定* 关野贞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钩稽

编撰而成 $ 日文初版曾于 "#%# 年至

"#(" 年由法藏馆陆续印行 % 此次中文

全译本基本采用了日文初版本的形制$

以最大限度保留原书风貌仿真影印% 相

较日文原版 "! 卷本$ 中文全译本另编

#踏查校记' 卷$ 共计 "% 卷% 全译本由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持编纂$ 组织人

员翻译解说文字 "%& 万字$ 并撰写踏查

校勘报告 %& 万字$ 上海雅昌修复图片

约 %&&& 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

说$ (中国文化史迹) 全译本出版的意

义可以用 #回首与重访' 来形容% #日

文原著所载的部分文物* 遗迹$ 近百年

来因风化侵蚀破坏或重新修缮$ 已非旧

时形态% 我们重新勘察这些路线$ 相当

于回到近百年前的现场$ 拾历史遗珍$

梳理观察文化史迹的变化 %' 他认为 $

这套书中大量图像的另一重价值在于$

可以从当时的照片细节中一窥文物史迹

的整体造型和所处环境$ 而不仅仅是单

一的展品% #一些古代文物$ 离开了它

原本所在的环境$ 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

馆中$ 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

年的象征和意蕴%'

据该书全译本主编* 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统计$ 原书记述了

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龛 !# 处$ 如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巩县石窟* 北响

堂山石窟* 南响堂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

等$ 佛教圣山 + 座$ 佛教寺院或寺院遗

址 !%& 余处% 他说$ 复原历史文化所需

要的证据是多元的$ 既要看到由文献构

成的历史$ 也要关注由物质和图像构成

的历史$ 而后者是在中国学术传统上相

对欠缺的$ 只有将它们融会起来$ 才有

可能还原较为完整的历史世界% 在上海

博物馆馆长*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杨志刚看来$ (中国文化史迹) 全译本

的出版$ 展示了中日两国学者相距近百

年分别开展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 是中

日文化交流成果的体现%

"$部作品入围金爵奖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部影片!比去年有了明显增长" 本届
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影片达到了 !$ 部!' 月 (% 日在上海大
剧院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 将揭晓金
爵奖十大奖项"

'阿拉姜色(%中国& 导演,松太加

'绿草如茵)%德国& 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

'食肉动物)%法国!比利时& 导演,杰瑞米+雷乃*亚尼

克+雷乃

'猫是要抱着的)%日本& 导演,犬童一心

'星期五的孩子)%美国& 导演,,*-*爱德华兹

'帽子戏法)%伊朗& 导演,拉马丁+拉瓦菲浦

'记忆殇口)%波兰& 导演,彼得+索布特克

'找到你)%中国& 导演,吕乐

'再别天堂)%瑞士 !蒙古& 导演,巴特巴雅尔+绰格索姆

'塔杜萨克女孩)%加拿大& 导演,马丁+拉罗什

'翻译家)%古巴!加拿大& 导演,罗德里戈+巴鲁索*塞

巴斯蒂安+巴鲁索

'去曼德勒的路)%丹麦& 导演,奥勒+博内代尔

'给自己的情书)%意大利& 导演,保罗+弗兰奇

"!理智与情感 "中 '导演李安以

东方式的审美切入' 把准了奥斯汀笔

下那种(相爱却不能爱)的情绪脉络*

#日本电影 !跨

越八年的新娘" 取材

真实故事+ 新婚在即

的麻衣突然昏倒'恋人

尚志一直陪伴在她身

边* 数年后'麻衣奇迹

般醒来'却遗失了所有

关于尚志的记忆*

$法国影片 !心灵暖阳"

是朱丽叶,比诺什的新片* 她

在片中饰演的伊莎贝尔是位

离过婚的艺术家'她渴望真爱

降临'却总是在爱与不爱之间

犹豫*

%波兰导演帕

维乌,帕夫利科夫斯

基刚摘得戛纳金棕

榈导演大奖的影片

!冷战"引人关注*

$(幸福不是故事'不幸才是)'直

到今天'美国影片!廊桥遗梦"中对中

年人心理情感的体现依然不过时 '依

然具有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进口博览会立功竞赛启动
%上接第一版&

据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介绍$ 项目

建设好$ 指围绕进口博览会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及城市环境提升$ 广泛开展比质

量* 赛工程创优争一流$ 比安全* 赛文

明施工保安康$ 比进度* 赛科学施工保

工期$ 比效益* 赛精益管理上水平$ 比

创新* 赛技术进步促发展$ 比廉洁* 赛

廉政工程促和谐的 #六比六赛' 活动%

环境整治好$ 指围绕城市环境提升$ 在

环境治理* 交通整治* 水治理* 大气监

测与预防 * 市容环卫 * 园林绿化等领

域$ 开展比环境保护* 赛节能减排$ 比

工程管理* 赛质量安全$ 比团结协作*

赛精神风貌等活动% 安全稳定好$ 指充

分发挥公共安全条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深入开展排摸化解

集中攻坚行动$ 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 推进群防群治$ 加强平安巡防$ 建

设 #智慧公安' 示范样板区% 服务保障

好$ 即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 在宾馆*

饭店* 商业和景区服务* 食品安全监管

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 公共交通* 志愿

服务等领域$ 提升服务品质$ 开展以培

训考核* 技能竞赛* 展示交流为主的竞

赛活动 % 产业对接好 $ 即优化营商环

境$ 完善项目服务对接机制$ 组织供需

对接会* 洽谈会和投资说明会等$ 加强

政策推介和联动招商等 $ 开展以比业

务* 比协作* 比创新* 比奉献* 比成效

为主的竞赛活动%

据悉$进口博览会结束后$全市将评

选表彰一批在立功竞赛活动中涌现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对做出突出贡献*成绩显

著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授予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状!章"*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成熟的电影工业%绝不该满足于制造*视觉盛宴+

%上接第一版& 淘票票总裁李捷的论点

异曲同工, #作为互联网公司$ 我们认

为电影工业化首先要解决的$ 是不确定

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比如超期拍摄带来

的超预算等% 这便要求从业者拥有更好

的预算管理能力* 制片管理能力以及精

准的执行力%'

技术与艺术是可以殊途
同归的 %终点都是服务于 *人
和情感+

听上去$ 精确* 按部就班$ 好像就

是电影工业化的终极奥义% 但也有从业

人员提醒, #工业不是万能的% 标准化

也好$ 流程化也好$ 如果到最后变成一

种没有灵魂的产物$ 那电影就失去它的

生命意义了%' 套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

理论家评论小说时$ 常常像外科手术一

样精准而刻板% 比如解剖一只青蛙$ 骨

骼如何* 血液如何$ 条分缕析% 可是他

们忘记了$ 青蛙是有生命的%

推及电影的工业化$ 如果光顾着追

求技术的极致$ 而抛下对人性的关照$

那么观众迟早会离场% 事实上$ 好莱坞

的许多电影$ 已深陷类似困扰% 正如论

坛嘉宾指出的$ 几十年前我们看好莱坞

影片 $ 惊讶于故事的精巧 * 视效的奇

谲% 但现在$ 故事越来越套路$ 导致高

票房的外衣下$ 只剩下视觉冲击力% 如

此一来$ 此类电影在中国已显出疲态$

没有太久的生存空间了% 毕竟$ 人们迷

恋的$ 从来都是好故事%

对此$ 另一位 '& 后中国导演郭帆

表示认同% 他正在制作 (流浪星球) 的

后期$ 该片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 从某

种意义上讲$ 科幻电影成功与否$ 标志

着电影工业成熟几分& 而在与好莱坞技

术团队的沟通中$郭帆发现$特效绝不能

直接复制粘贴$#异质的文化土壤会让特

效水土不服'% 假设钢铁侠从天而降$打

开面罩是张东方面孔$观众一定会出戏%

因为影视生产从基因上说$是#创作和发

现美'% 在审美体验中$任何机器模型都

无法取代人的思维% 这就是为什么$ 许

多中国大片邀请好莱坞技术团队加盟$

直接 #拿来' 他们的特效模型$ 做出的

成片却很难打动中国观众的心%

在大银幕看不见的地方布置细节$

在发展技术之余从不放弃对 #人和情

感' 的求索...这是探讨工业化时$ 比

#视觉盛宴' 更切实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