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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光影间，再现一曲巴黎“从前慢”

菲利普·加瑞尔新作《眼泪之盐》继续坚守“作家电影”传统

法国电影大师菲利普·加瑞尔的最

新力作《眼泪之盐》今年造访上海国际电

影节。 加瑞尔向来擅长以精巧的黑白影

像在诗意的写实中，玩味爱情和欲望。这

次他用一位普通青年在巴黎和外省之间

周旋于三个女人的经历， 戳破了关于巴

黎种种浪漫与奇遇的幻想。 在电影工业

的“统治”之下，加瑞尔说制作“真正的电

影”特别困难，以至于人们经常问他是不

是疯了，但“我只为自己拍电影”。

影片讲述木匠的儿子卢克前往巴黎

参加入学考试的途中， 在公交车站邂逅

年轻的杰米拉， 展开一场电光火石的热

恋，当他回程返乡立即抛下杰米拉。卢克

在家乡与旧情人吉内薇芙重逢， 重燃爱

火后接到了大学录取的通知， 没想到吉

内薇芙却怀孕了，卢克只能选择辍学。几

周后，他又在俱乐部邂逅了贝蒂……

加瑞尔过去的作品总是用冷嘲热讽

揭露婚恋的荒谬之处， 在这部新片中同

样辛辣地揭露欲望如何被残忍自私地粉

饰为爱情。卢克满口花言巧语，轻松撩拨

别人的心弦满足自己的欲求。 他因情欲

遭受了各种挫折，从未真正自我反省，给

别人带来了不公与痛苦， 也为自己年轻

草率的荒唐付出了代价。 加瑞尔以黑白

分明的画面， 暗示男男女女在他们的期

望和现实之间，没有灰色地带可以幻想。

该片入围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口碑褒贬不一。 有外媒评价，加瑞尔

的情节设计相对来说稍显古板陈旧。 有

影评网站甚至调侃， 安排片中人物以书

信互相往来， 导演这么拍会让人误以为

巴黎还没有通网。实际上，加瑞尔继承了

法国“作家电影”的传统，不以电影情节

的精妙见长， 以丰富细微的情感和道德

叙事启迪观众的思考。 《眼泪之盐》延续

了他的艺术风格， 在令人困惑的现实和

爱情的幻灭中，以“反英雄”讽刺当代社

会青年追求浮华爱情的荒诞， 也以温柔

笔触展现人类生存焦虑与困境。 导演不

让智能手机“出镜”，或许是有意为之，让

观众进入“从前慢”的另一时空。

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继承者，在

近 60 年的职业生涯中， 加瑞尔拍摄了

28 部剧情长片，2017 年他以《一日情人》

完成自己的“爱情三部曲”后，新片《眼

泪之盐》犹如一首浪漫的小调。经典的

三段式叙事，配合以钢琴为主的配乐，

传递出古典主义隽永的韵味。 黑白摄

影的画面充分利用法国日常的外部环

境和自然光，减少了视觉冲击，凸显人

物错综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讽刺意

味。零星的画外音点缀其间，以奥妙的

哲思强调电影寓言般的文学本质。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 这种经典

风格的法国爱情故事犹如艺术家的手

工特产，在法国电影界层出不穷。但随

着电影工业的发展， 如此放纵恣意的

个人作品逐渐稀少。 加瑞尔尽管屡次

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提名和获奖，仍

被认为是法国电影业最边缘的艺术家

之一，一个在声名、财富、时尚和电影

业背后孤独工作的大师。他为拍摄《眼

泪之盐》筹备了一年有余，为了节约制

作经费， 所有的场景几乎都只拍摄一

次。 虽然《眼泪之盐》面临“古老”“过

时”的批评，但同样有影评人感叹：随

着一代电影人的逝去， 未来还会有谁

会拍这样的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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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秘的角落，她们开出意想不到的狂花朵朵
———从金爵奖官方入选影片《海莲娜：画布人生》《掬水月在手》等说开去

电影是现实的延伸， 电影从业者

积极介入了女性议题， 渴望行业结构

甚至社会性别结构调整的声音从现实

渗透在作品中。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在征片、选片阶段，即发现当下电影创

作的重要趋势是 “女性对男性凝视的

反抗”“女性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在参

赛参展的多个单元里， 观众能看到这

些或“由女性拍摄”或“为女性发声”或

“与女性在同一立场”的作品，它们从

不同视角思考女性的自我发现、 自我

实现，以及女性之间的关系，多样化的

类型和题材揭开一个个隐秘的角落。

女性阔达的精神世界

《海莲娜：画布人生》是今年金爵

奖官方入选影片之一， 女主角海莲娜

是个被遗忘的画家，只开过一次画展，

此后寂寂无名地生活在芬兰农村。 影

片的观赏性来自绚烂的色彩和光影浓

烈的质感， 而女主角的表演带来有冲

击力的能量感， 海莲娜虽是在亲情和

爱情中都被辜负的农妇， 但是她把自

我实现的能量付诸于绘画， 在她的画

里， 人们看到一个俗世定义的平凡女

子能够拥有多么惊人的精神世界。

入选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 《掬水

月在手》和展映片《屏住呼吸》是从不

同领域的传奇女性经历里， 探寻女性

阔达的精神世界。 《掬水月在手》的女

主角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大师叶嘉

莹，她经历过动荡的人生，在漫长的时

间里， 她是一个在生活和精神上都得

不到支持的孤独者。 极端孤独的她在

诗词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富足的世

界， 她从诗词中跳出私人的苦难和欲

求，抵达广博的对芸芸众生的爱。 《屏

住呼吸》的内容来自俄罗斯“自由潜女

皇” 娜塔莉亚·穆尔查诺娃的真实经

历。片中的玛丽娜是退役的游泳运动员，

离异后偶然发现自己具备水下闭气的才

能，遂改行自由潜水，挑战极限。 这不是

常规的励志传记片， 影片的重点不在于

女主角经历人生低谷后怎样在新的领域

逆袭， 导演用自由潜水运动中不断增加

的下潜深度和被打破的纪录， 传递女性

一往无前地突破自我、重塑人生的信念。

女性的成长可以与男性无关

关注女性传奇和成就的同时， 更多

影片把视线聚焦于女性成长中面临的并

不友好的环境。

西班牙导演皮拉尔·帕罗梅洛深度

采访了一千多个中学女孩后， 写出长片

处女作《女生们》的剧本，十一二岁的女

孩们，似懂非懂，身体和欲望都在蠢动着

萌芽。一群非职业演员的姑娘们，懵懵懂

懂、 全无痕迹地在摄影机前交付着自己

的冲动和迷惘。接连的特写镜头下，青春

少艾，美得炫目，但 1990 年代西班牙的

大环境保守得让人窒息， 未婚母亲是耻

辱，女孩对身体的好奇和主动探索，是被

污名化的， 针对各年龄层的荡妇羞辱无

处不在。对女性而言，以为“只道是寻常”

的成长，却要蹚过偏见的惊涛骇浪。恰似

影片结尾的大合唱，女孩们是被噤声的，

她们被要求对口型， 能有勇气放开声音

真唱、唱出自己有特点的声音，就已经是

千难万难的勇者冒险。

《女生们》里1992年的西班牙或许可

以推说是“近30年前的年代剧”，但保加

利亚电影《姐妹》揭示这类对女性的禁锢

和暴力仍残忍地存于当下， 这顽固保守

的风气让人厌憎。 青春期的妹妹出于冲

动、好奇，以及闭塞环境里贫乏的想象，

编造了一个与身体和性有关的谎言，少

不更事的她哪里会料到，“妹妹失身”“姐

夫不贞” 的流言几乎摧毁长久欠缺沟通

的母女三人。影片的最后，险些分崩离析

的母女和姐妹在真相前平静， 三人一起

做起陶器，人人不响，只有铲土的声音一

声接一声。 那是一个充满隐喻意味的片

刻，风波度尽，总还是女人们依傍着走下去。

女性在承受和克服非难的日日夜夜，

男性的缺席是常态。 今年入选亚洲新人奖

单元的《迷走广州》《亲爱的她》，展映单元

的《爱情三部曲：重生》和《亚当》等影片，对

这个主题有不同视角的讲述。 《迷走广州》

里的两个女孩，一个中性，一个甜美，性情

刚烈的米淇要寻找失联已久的父亲， 傻白

甜的晶晶想去恋人的身边， 于是她们结伴

去广州， 结果她们各自认为对自己非常重

要的男性留给她们的都是失望， 唯有她们

互相扶持的“在路上”的那份情分，带来安

慰的温度。 日本电影《亲爱的她》里也是一

双相濡以沫的女孩， 小春陪伴着好友彩乃

经历孕期，看着她做出当单身母亲的决定，

然后她们一起抚养小孩。 这个女孩的

小联盟固执且团结地不与现实妥协，

勇敢地说出：“即便没有美景相伴，依

然未来可期。 ”

“狂花”肩负起黑暗的闸门

在《爱情三部曲：重生》里，艾维盖

尔既是母亲也是护士， 她为身边的人

付出了一切， 痛苦于无法找到自己的

位置； 雅儿难以从被父母抛弃的童年

创伤中恢复；娜玛自幼被继父虐待，却

承担着照顾继父的责任， 并为此不得

不在夜晚从事声色行当。 三个徘徊于

毁灭边缘的女子， 因性情中难以磨灭

的“爱”而产生交集，那一点命悬一线

的“爱”把她们牵系在一起，也拯救了

她们。所谓的“女性力”莫过于此，即是

在绝境中仍本能般对不完美的同类和

他者付出将心比心的体恤。 也正是这

份微弱且珍贵的“爱的能力”，让看似

羸弱的女人们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拥

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能力。

巴西电影《普蕾萨》的女主角是一

个毫不妥协的母亲， 纪录片出身的导

演， 以质朴的电影语言讲述一个母亲

为了寻找失去音讯的儿子， 深入亚马

孙丛林深处， 单枪匹马揭开巴西奴役

劳工的黑幕。《孟加拉制造》里 23 岁的

年轻女孩， 面对服装厂恶劣的工作环

境，拒绝“苟且求平安”的妥协，坚持和

同事一起建立工会， 为自己和工友的

权利而抗争。 在法国喜剧《热血狂花》

里，当小镇足球队被禁赛时，球队教练

找来一群姑娘们临时组队， 这些本是

家庭主妇、餐厅服务生、片儿警的邻家

女子， 终在绿茵场上成为不让须眉的

热血狂花。

这部诙谐的喜剧和更多严肃的正

剧交织出一股振奋的力量： 当电影里

有了“她看”“她说”的空间，隐秘的角

落里会开出意想不到的狂花朵朵。

上半年中国游戏销售收入
近1395亿元，移动游戏占75.04%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首发喜人产业数据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作为第十

八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首场专业活动， 中国国际数

字娱乐产业大会昨日在沪召开。 会上发

布的 《2020年 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

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1394.93 亿元，

其中移动游戏占比 75.04%， 成为绝对的

“增收” 主力军，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

海外市场涨势喜人。

《报告》 指出， 今年上半年， 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用户娱乐需求被放大，

用户规模继续扩大， 中国游戏市场发展

势头强劲， 移动游戏带动实际销售收入

加速增长， 让游戏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 今年上半年， 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

模近 6.6 亿人， 全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 1394.93 亿元 ， 同比增长 22.34%，

增速同比提高 13.75个百分点。

从游戏细分市场来看， 移动游戏实

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收入和市场占比

均较大。 今年上半年， 移动游戏实际销

售收入占市场总收入的 75.04%， 客户

端游戏占 20.18%， 网页游戏占 2.87%。

移动游戏已成为市场营收的绝对主力

军。 晋升为 “市场主力军” 的中国移动

游戏， 今年上半年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到 1046.73 亿元 ， 同比增长 35.81% ，

增长额达 276 亿元。

《报告》 显示，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

渐消失，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增长放缓，

游戏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 企业间比拼

的是原创力 。 可喜的是 ， 我国游戏产

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正在稳固提升 。

2020 年上半年 ，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国

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201.4 亿元，

同比增长 30.38% ， 较去年同期增加

279.97 亿元。

今年上半年， 中国游戏企业积极拓

展海外市场， 在海外市场持续布局， 中

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

收入达 75.89 亿美元 （约 合 人 民 币

533.62 亿元）， 同比增长 36.32%， 保持

快速增长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自

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从去

年下半年的 60.24 亿美元增长至今年上

半年的 75.89 亿美元， 这一增幅甚至高

于国内市场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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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眼泪之盐》讲述一位普

通青年在巴黎和外省之间周旋于三个

女人的经历， 戳破了关于巴黎种种浪

漫与奇遇的幻想。 图为剧照。

▲ 《海莲娜：画布人生》的女主角海莲娜是个被遗忘的画家，

只开过一次画展，此后寂寂无名地生活在芬兰农村。

荨十一二岁的女孩似懂非懂，

《女生们》把视线聚焦于女性成长中

面临的并不友好的环境。

▲ 《掬水月在手》 的女主角是

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大师叶嘉莹，在

漫长的时间里，极端孤独的她在诗词

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富足的世界。

（均电影海报）

聚焦江南经济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接第一版）

董云虎指出 ， 文化是反映区域内

涵特质和竞争力的核心资源 。 江南文

化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共有基因 、 精神

纽带 ， 已经发展成为底蕴深厚 、 内涵

丰富的区域文化系统 ， 对于推动长三

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 上海打造更加开放包容 、 更具

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 必须根

植历史 、 关注当下 、 面向未来 ， 用好

用足江南文化资源。 “江南文化讲堂”

聚合海内外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江南文

化研究力量 ， 深入发掘江南文化精神

特质 ， 广泛传播江南文化发展理念 ，

在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和 “上海文化 ” 品牌建设上发挥

了应有作用。

“江南文化讲堂 ” 是由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博物馆联手推

出的常设文化传播平台 ， 通过 “社

科+文博 ” 的创新组合形式 ， 集中展

示江南文化独特魅力 ， 迄今已举办四

期 。 活动中 ， 市社联主席王战 、 复旦

大学教授戴鞍钢 、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

馆员谷娴子分别以 《江南经济史与长

三角一体化 》 《江海之通津 ， 东南之

都会———江南的对外贸易史 》 《亦贾

亦儒行天下———试从 “江南文化艺术

展 ” 谈江南的商业发展 》 为题作主旨

演讲。

上海举行庆祝建军 93 周年慰问演出
（上接第一版）

廖国勋代表市委、 市政府， 向驻沪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官兵、 民兵

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问候， 向全市烈军

属、 残疾军人、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军

队离退休干部表示诚挚慰问， 向获得上

海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的同志和驻沪部

队英模代表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上海

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在建

设人民城市的进程中， 尤其需要铭记光

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强军思想为指导， 当好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 “后勤部”， 建好成就退役军

人精彩人生的 “大舞台”， 架好军政军

民团结的 “连心桥”， 让英雄军队的发

展与人民城市的建设交相辉映， 为早日

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作出更大贡献。

最美退役军人代表、 驻沪部队英模

代表表示 ， 将始终不忘初心 、 永葆本

色， 担当作为、 攻坚实干， 为夺取疫情

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为人民城市建设而努力奋斗。

仪式上揭晓了 2020 年度上海市最

美退役军人获得者名单。 驻沪部队领导

周夕根、 姚春勇、 凌旭望、 黄德华、 马

永生、 王鹏、 焦占锋等出席活动。

全面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上接第一版）

廖国勋强调，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自觉扛起政治责任，坚持依

法办案、密切纪法协同、精准“打财断血”，

持续攻坚发力、扩大战果，确保总目标顺

利完成。要把握工作重点、坚持齐抓共管、

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深挖彻查、提升质效，

全面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集中解

决一批人民群众最恨、最怨、最烦的突出

问题。要持续靶向发力、示范引领，全力以

赴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为人

民城市建设发展、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创造

更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市高

级法院院长刘晓云、 市检察院检察长张

本才出席会议。

ChinaJoy今开幕：防疫细致入微 首推线上展会
（上接第一版）

“电竞 ”依旧是本届 ChinaJoy 的关

键词。以“致竞未来”为主题的 2020 全球

电竞大会，将于展会期间举行。大会期间

将公布一系列推动电竞产业发展的重量

级举措。 本届 ChinaJoy 期间也将举办第

二届上海电竞周。 今年电竞周在去年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辐射范围 ， 除了在

ChinaJoy 场内举办的近百场电竞赛事活

动外， 在 ChinaJoy 场外的浦东新区、静

安区、徐汇区、黄浦区等全市七大电竞重

点集聚区也将举办各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在限制人流的

同时，满足更多游戏迷的观展需求，本届

ChinaJoy 首次推出了同期线上展会———

ChinaJoy Plus。 主办方携手抖音、快手、

咪咕、淘宝直播、微博、百度贴吧、优酷、

腾讯视频、京东 PLUS、微视等十大线上

流量平台， 对线下展会中的精彩时刻进

行直播。 记者获悉， 网友通过 ChinaJoy

Plus 不仅可看到各展商带来的线上游戏

发布会、游戏制作人见面会、展台表演、

周边衍生品和游戏设备， 还能体验线上

打卡、抽奖等互动乐趣。

防疫工作是本届 ChinaJoy 的重中

之重，展会期间一系列层次分明、细节严

格的举措被一一实行。 本次所有参与会

展的人员必须实名登记， 凭借个人身份

证入场， 现场闸机进行身份证和人脸识

别绑定。 展会现场采用“随申码+测温”

的入场方式， 所有进馆人员必须经过现

场红外体温监测仪器检查。 场馆现场设

置专项医疗服务点， 若现场发现发热人

员以及其他突发情况，将按照预案在专

属隔离点进行隔离并由现场医护人员

做初步判断和处理。 展会还配备了充分

的防疫物资。 主办方在各馆的服务台设

立了 10 个局部消毒点和 10 个免费口

罩申领点。 此外，每个馆都有五六名佩

戴“防疫监督”袖标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

巡视， 对没有佩戴口罩和人员密集的情

况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