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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部分话题影片

法国导演雅克·欧迪亚和好莱坞团队合作， 拍摄了一部以俄勒冈州为背景、

有关赏金猎人的 《姐妹兄弟》， 他以一个法国创作者的立场， 思量西部文化和
现代文明的摩擦， 探寻时代的转变， 以及人在淘金大浪中的迁徙演变。 英国导
演迈克·李的 《彼铁卢》 是一部历史片， 导演以油画般的画风和稳健的戏剧节
奏， 把英国工业革命制造的阶层分化以及矛盾非常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同为历
史题材， 希腊导演兰斯莫斯的 《宠儿》 是以黑色幽默展开的一部反套路的英国
王室 “宫斗剧”， 公爵夫人是安妮女王的知己、 顾问和秘密情人， 她们的关系
因为公爵夫人一位年轻远房亲戚到来而被搅得翻天地覆， 各位女性为争夺女王
的青睐并获得宫廷影响力而掀起权谋的游戏。 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
《日暮》 和他的前一部作品 《索尔之子》 有着一模一样的美学追求和叙事方式，

全片紧随着女主角的主观视点， 在一战前的奥匈帝国城镇里四处穿梭， 寻找着
她遗失的过去。

翻拍之风盛行， 从好莱坞商业大制作蔓延到文艺类竞赛片。 意大利导演卢
卡·瓜达尼诺上一部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以小清新之风在柏林影展肃杀的
氛围里成了爆款， 新片 《阴风阵阵》 风格突变， 翻拍意大利经典恐怖片， 讲述
芭蕾学校里的 “女性版大逃杀”。

本届威尼斯影展的开幕片、 达米恩·查泽雷的新片 《登月第一人》 是关注
度最高的影片之一， 很多人静观查泽雷的这部作品能否复制 《爱乐之城》 曾掀
起的旋风： 揭幕威尼斯， 横扫北美颁奖季。 《登月第一人》 传记作品 《第一
人： 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人生》 改编， 聚焦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生平， 重
点讲述他在 1961-1969 年间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月者的过程， 展现出人
类在这次史上最危险的宇宙探索征途中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个体牺牲。

九月以后， 欧美各类电影节的节

奏繁忙起来， 威尼斯电影节后面紧跟

着特柳赖德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 ，

十月还有纽约电影节和伦敦电影节 ，

这套娃般的连环影展意味着明年奥斯

卡的竞争开始了。 于是，一连串电影从

威尼斯起程，辗转科罗拉多州的悬崖小

城特柳赖德，赶场多伦多 ，开跑 “冲奥

（斯卡）”马拉松。 英国导演迈克·李的新

片《彼铁卢》，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

的《罗马》，奥斯卡最佳导演达米恩·查

泽雷的《登月第一人》，希腊导演欧格斯·兰

斯莫斯的《宠儿》都在此列。

《彼铁卢 》 《宠儿 》 《罗马 》 ，

以及戛纳金棕榈得主雅克·欧迪亚的

《姐妹兄弟 》、 科恩兄弟导演的新片

《巴斯特民谣》， 这些作品在威尼斯影

展竞赛单元的首映， 堪称 “千呼万唤

始出来”。 它们都曾被认为会在今年

戛纳影展竞赛或展映单元亮相 ， 然

而 ， 《彼铁卢 》 《宠儿 》 《姐妹兄

弟 》 等 ， 意外旁落竞赛单元 ； 《罗

马》 和 《巴斯特民谣》 则是法国电影

发行巨头和 Netflix 利益冲突的牺牲

品———法国院线垄断方不断施压戛纳

组委会， 要求竞赛单元的作品必须满

足法国的公映条件 ， 即院线公映 36

个 月 后 才 可 以 上 线 播 出 ， 于 是 ，

Netflix 出品的 《罗马》 和 《巴斯特民

谣》 都丧失了竞赛资格。 Netflix 一气

之下 ， 既然不给参赛 ， 参展也不去

了， 把所有新作撤出了戛纳。 今年的

戛纳影展经历了巨大的是非和争议 ，

在 “星光黯淡、 作品分量不够” 的质

疑声中落幕， 随着夏去秋至， “戛纳

的儿女们” 转场威尼斯， 促成了威尼

斯影展 “十年难遇” 的繁盛场面。

三个月前的戛纳影展并没有经历

伤筋动骨的大换血， 开幕片 《人尽皆

知》 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金棕榈得

主 《小偷家族》 的导演是枝裕和， 以

《冷战》 获今年最佳导演的波兰人帕夫

利克夫斯基， 新锐的意大利女导演爱

丽丝·洛瓦赫， 把村上春树和福克纳的

短篇小说整合到 《燃烧》 中的韩国导

演李沧东， 带着类型片 《江湖儿女 》

入场的贾樟柯导演， 土耳其导演锡兰，

以及极为难得同意把新片送进主竞赛

单元的戈达尔 ， 他们都不是戛纳的

“新人”。 艺术总监福茂今年的选片策

略， 是在 “戛纳故人” 的清单上作出

有限微调。 现实何其骨感， 在英语世

界和欧洲地界享有 “明星” 声誉的作

者导演们 “大宝年年见” 时， 人们抱

怨 “老人” 遮蔽了新人和小众影人的

存在感， 一旦科恩兄弟 、 阿萨亚斯 、

达内兄弟这类 “超级明星” 式的导演

缺席了， 整个影展的存在感被削弱了。

对于明星演员和明星导演的吸引

力， 这是悬在很多影展头顶的达摩克

里斯剑。 今年的威尼斯影展凭什么能

从七月开始姿态高调？ 因为竞赛单元

里挤满了自带 “文艺流量 ” 的新作 ：

经历戛纳的 “退赛 ” 风波 ， 《罗马 》

和 《巴斯特民谣》 的话题热度以几何

级数发酵； 七年前曾以 《阿尔卑斯 》

入围金狮奖的希腊导演兰斯莫斯又回

来了， 带回一部高度风格化、 冷幽默

的英国王室宫斗剧 《宠儿》， 云集了瑞

切尔·薇兹和艾玛·斯通这一群摇曳生

姿的顶级女演员； 法国导演阿萨亚斯

和朱丽叶·比诺什合作的新片 《双面生

活》 让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和男女间

的情爱小品无缝对接； 匈牙利导演拉

斯洛·奈迈施因为处女作 《索尔之子》

在戛纳蹿红， 多少人盯着他的第二部，

《日暮》； 雅克·欧迪亚在以 《流浪的迪

潘》 获得金棕榈奖后， 接手好莱坞大

制作， 和杰昆·菲尼克斯、 杰克·吉伦

哈尔合作， 法国人怒火中烧， 视此为

背叛 ， 威尼斯则张开怀抱欢迎这部

《姐妹兄弟》； 当然， 还有那部已经预

定了 “奥斯卡种子选手” 席位的 《登

月第一人》， 两年前， 查泽雷的 《爱乐

之城》 同样是从威尼斯的开幕片启程，

拿遍了那年秋冬北美颁奖季的奖项。

过去的五年里， 威尼斯影展不断

被揶揄 “为奥斯卡作嫁衣 ”， 但现实

无情， 意大利人确实是在改良了和好

莱坞的关系以后， 关注度和话题热度

逐渐回温。 纵然， 艺术总监巴贝拉尝

试发掘一些跨界实践的实验电影， 也

对近年生猛的南亚电影给予了关注 ，

但普通人愿意记得的， 总是那些来自

好莱坞的开幕片———《地 心 引 力 》

《鸟人》 和 《爱乐之城》， 怎样一步步

地接近了奥斯卡。

在很多影展的场合， 作品有机会

讲话之前， “明星” 的光环是优先存

在的。 譬如今年日程和威尼斯影展重

合的特柳赖德影展， 同为奥斯卡的重

要前哨， 后者不遗余力地强调拉尔夫·

费因斯导演的芭蕾明星纽瑞耶夫的传

记片 《白乌鸦》、 导演贾森·雷克曼和

休·杰克曼合作的新片 《领先者》 以及

妮可·基德曼主演的新片 《无间炼狱》

首映都在这座科罗拉多州的小镇 ，

“就像 《房间》 《月光男孩》 《伯德小

姐》 和 《为奴十二年》 这些奥斯卡的

大赢家一样。” 而紧跟着威尼斯影展的

多伦多影展姿态更张扬： 《月光男孩》

导演詹金斯的新片 《假如比尔街能讲

话》 首映在哪？ 这里。 《为奴十二年》

后， 斯蒂夫·麦昆的新片 《寡妇特工》

首映在哪？ 这里。 拍过 《华氏 911》 的

火爆脾气导演迈克尔·摩尔 ， 又拍了

《华氏 119》， 首映还是在这里。

戛纳艺术总监福茂反复强调 “在

戛纳， 重要的不是红毯 ， 不是明星 ，

唯一重要的是电影 。” 话是不错 ， 但

只有在坐拥了 “明星” 的红利之后才

说得出口。 毕竟， 当年他被前任影展

主席雅各布提拔上位时， 对方对他的

第一要求是 “把好莱坞请回戛纳。”

现实何其骨感， 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地界享有 “明星” 声誉的作者导演们 “大宝年年
见” 时， 人们抱怨 “老人” 遮蔽了新人和小众影人的存在感， 然而一旦科恩兄弟、 阿萨
亚斯、 达内兄弟这类 “超级明星” 式的导演缺席了， 这些欧美影展的存在感都会被削
弱。 对于明星演员和明星导演的吸引力， 这是悬在很多影展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剑。

特柳赖德和多伦多、 以及近年加

入它们行列的威尼斯， 这些欧美影展

会以 “我曾首映过奥斯卡热门片” 为

荣， 而换一种说法， 那些把档期定在

秋季以后的电影， 如果不能挤入上述

任何一个影展， 基本失去了在欧美评

奖季竞争的资格———从金球奖到各行

业协会奖， 从英国电影学院奖到大洋

对面的奥斯卡奖 。 去年威尼斯影展

后， 《水形物语 》 和 《三块广告牌 》

竞争白热， 最后， 《水形物语》 得奥

斯卡最佳影片， 《三块广告牌》 获英

国电影学院最佳影片 。 再前一年 ，

《月光男孩》 逆袭 ， 在奥斯卡奖颁奖

夜的最后时刻戏剧化地胜过 《爱乐之

城》， 而在英国电影学院奖颁奖现场，

笑到最后的是 《爱乐之城》。 2016 年，

《荒野猎人》 和 《聚焦 》 的对决 ， 以

《聚焦 》 赢下奥斯卡 、 《荒野猎人 》

笑傲英国学院奖告终。 2015 年， 《鸟

人 》 正面强攻 《少年时代 》 ， 结果

《鸟人 》 得意奥斯卡 ， 《少年时代 》

找补英国电影学院奖。 人称 “英国奥

斯卡” 的电影学院奖， 看似和它的美

国兄弟唱对台戏， 其实两者构成了太

极推手般的互补关系。

因为好莱坞在欧美电影界强势的

影响力 ， 围观群众总对 “奥斯卡前

哨” 熟悉些。 然而事实上， 柏林影展

和戛纳影展又何尝不是 “前哨” ———

在柏林和戛纳有所收获的影片， 往往

会后继出现在法国凯撒奖和欧洲电影

奖的名单上， 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的入围名单里。 2018 年的凯撒奖最佳

影片 《每分钟 120 击 》， 是前一年戛

纳影展的评审团大奖， 这一年戛纳的

金棕榈奖影片 《魔方》， 是 2017 年欧

洲电影奖的最佳影片。 2016 年， 伊莎

贝拉于贝尔主演的 《她》 在入围戛纳

影展主竞赛单元后， 先后入围欧洲电

影奖和西班牙戈雅奖， 几乎在意料之

中地获得凯撒奖， 于佩尔还在金球奖

中得了个最佳女主角。 回顾历年欧洲

电影奖 ： 哈内克的 《爱 》 是金棕榈

奖、 欧洲电影奖和凯撒奖的大满贯 ，

《托尼·厄德曼》 在戛纳一片叫好却不

得奖， 最终获得欧洲电影奖的认可 ，

在这两部电影之间 ， 《绝美之城 》

《修女艾达》 《年轻气盛 》 一连三届

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是戛纳竞赛单元

的 “爆款”。

这是存在于电影界的残酷的马太

效应。 那些获得极大的关注度、 被最

大范围的观众所看到且能激发踊跃讨

论的电影， 它们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

呕心沥血耕耘多年的导演、 一个在业

内非常强势的制片方或发行方、 一段

维持了多年的合作关系、 以及一双深

谙行业游戏规则的 “推手 ”， 在这些

因素的合力作用下， 名声在外的欧美

电影节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 “被选

择” 的平台。

在 16 年的时间里 ， 促成 《华氏

911》 《孩子 》 《儿子的房间 》 《阿

黛尔的生活》 《流浪的迪潘》 和 《小

偷家族》 这些作品赢下金棕榈的法国

发行人文森·马拉瓦赫总结过他 30 年

的从业经验： 如果认为在戛纳影展的

入围和得奖能成为影片的市场助力 、

能让导演往后的职业道路顺畅， 这是

对电影节的错觉。

福茂在 2002 年就看到了阿彼察

邦的 《祝福》， 决定不遗余力地在戛

纳的平台上推广这位泰国导演， 然而

八年后 《布米叔叔 》 得到金棕榈奖

时， 阿彼察邦在众多东西方记者的眼

中仍是个 “陌生人”。 更早， 在 1978

年， 菲律宾电影 《英湘》 入围戛纳影

展 “导演双周” 单元， 40 年过去了，

即便洛迦诺影展和上海国际电影节近

年都注意到南亚电影的活力， 曼多萨

和拉夫·迪亚兹频繁出现在各种 A 类

影展的场合， 但他们的作品对于大部

分观众而言仍是 “不存在” 的。 与此

形成对照的， 则是达内兄弟、 哈内克

和阿萨亚斯在欧洲相当稳定的票房 ，

马拉瓦赫说： “他们的票房成绩和影

展的提名或奖项无关， 而是因为在欧

洲有相当程度的知名度， 也有稳定忠

实的观众群。 知道阿萨亚斯票房最好

的电影是哪部么 ？ 《夏日时光 》， 没

有参加过任何一个电影节。”

那些获得极大的关注度、 被最大范围的观众所看到的电影， 它们背后往往存在着一
个呕心沥血耕耘多年的导演、 一个在业内非常强势的制片方或发行方、 一段维持了多年
的合作关系、 以及一双深谙行业游戏规则的 “推手”， 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 欧美
电影节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 “被选择” 的平台。

欧美电影节：

“主动选择”优势正在递减

进入九月，自刚刚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始，欧美各类电影节接踵而至。

然而，无论电影还是影人，通过这些平台一飞冲天的可能已越来越少———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科恩兄弟导演新片 《巴斯特民谣》

《罗马》 《巴斯特民谣》 和 《风的那一边》 都是在出品方 Netflix 和戛
纳组委会、 法国放映协会的扯皮大战中成了炮灰之后来到威尼斯的。 科恩兄弟
导演的新片 《巴斯特民谣》， 以这对兄弟特有奇思妙想， 讲了六个发生在美国
西部背景下的荒谬故事， 是一部没有太大野心的小品， 但拍出了具有强烈作者
风格的趣味。 《风的那一边》 是好莱坞天才导演奥逊·威尔斯没能完成的遗作，

他在生命的最后 15 年， 把全部心血投入了这部 “无法完成的巨作”， 把这部
未完成的残片修复 、 整理以后上映 ， 是对威尔斯留下的艺术遗产的一次清
点———这部电影正说明了艺术源自生活、 生活反照艺术。 它变得如此传奇， 因
为太多人参与其中希望完成影片， 却又一次次地遭遇失败。

出生于墨西哥城的导

演阿方索， 回到了他的故

乡， 这是他在成名作 《你

妈妈也是 》 之后 ， 时隔

18 年再拍墨西哥背景的

影片 。 他以黑白摄影的

《罗马》 （左图）， 回顾了

童年时代照顾他的女佣以

及家庭的故事， 是一部深

情且私密的电影。

“演而优则导” 的

布莱德里·库珀翻拍了

好莱坞经典浪漫大片

《 一 个 明 星 的 诞 生 》

（右图 ） ， 1937 年 ， 同

名影片首映， 这部刻画

明星生涯的电影不仅让

观众窥探到 “梦工厂 ”

的内幕， 也成为好莱坞

爱情片的范本， 到库珀

这一版， 已经是这部影

片第三次被翻拍。

下图为获得 2018 年凯撒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 《芭芭

拉》， 它也是去年戛纳影展 “一种关注” 单元的入围影片。

进入秋季以后， 欧美电影节此起彼伏， 从欧洲
到北美， 各家所引以为傲的便是吸引了多少明星导
演和明星演员的新作 ， 彼此较劲着各自争取到的
“世界首映” 能有几部成为 “奖项收割机”。 威尼斯
影展这些年一边被冷嘲热讽成了奥斯卡的前站， 但
关注度却实在地提升了。 戛纳影展今年只是对选片
策略做些微调， 略疏远了有好莱坞背景的导演， 结
果嘘声四起 “星光黯淡”。 有些时候， 挑剔电影节
的选片 “嫌贫爱富”， 未必公允。 这更多是电影界
严酷的马太效应。 A 类和一线影展尽其可能地在无
名之辈中发现出挑的作品。 但是， 如果认为单凭欧
美这些电影节的平台就能让默默无闻者拥有和成名
成家者抗衡的能力， 这是对影展的误解和错觉。 对
于仍在 “微末” 时的创作者而言， 沉淀下去的时间
比一两次的竞赛入围更有用。

意大利导演卢卡·瓜达尼诺的新片 《阴风阵阵》希腊导演兰斯莫斯的新片 《宠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