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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略萨亲吻金熊奖奖杯"

新华社发

柏林电影节获奖名单
金熊奖最佳影片奖#

!伤心的奶水"#导演$克劳迪娅%略萨&

银熊奖评审团大奖#

!希甘特"#导演$阿德里安%比涅兹&

!其他人"#导演$马伦%阿德&

银熊奖最佳导演奖#

阿斯加尔%法尔哈迪#!关于伊丽"&

银熊奖最佳女演员奖#

比吉特%米尼克迈尔#!其他人"&

银熊奖最佳男演员奖#

绍蒂居伊%库亚特#!伦敦的河"&

银熊奖最佳编剧奖#

奥伦%莫韦尔曼和亚历山德罗%卡蒙#!信使"&

银熊奖杰出艺术贡献奖#

!卡塔琳%瓦尔加"#导演$彼得%斯特里克兰&

阿尔弗雷德!鲍尔奖#

!希甘特"#导演$阿德里安%比涅兹&

!甜蜜的冲动"#导演$安杰依%瓦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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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白瀛&

由香港导演监制陈可辛! 内地导演监制黄建
新的"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和民营电影公司
保利博纳联合组建的 "人人电影公司#

!"

日
在京成立$ 作为该公司的第一部电影% 由香
港导演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将于

#

月中
旬在上海开机(

在启动仪式上%陈可辛宣布%公司计划在
$

年内拍摄
%"

部影片%涵盖投资过亿的商业
大片以及

&'''

万元以上的中型片%同时也希
望通过与年轻导演的合作% 培养出更多未来
华语影坛的中坚力量(

以发行起家的保利博纳成立
!'

年来
已在国内发行

!"'

余部中外影片 % 累计票
房

!"

亿元 % 连续
"

年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

( 总裁于冬称 %此次保利博纳为 "人人
电影公司# 注入了

"

亿人民币的流动拍摄
资金%并预计在

$

年内累计取得
('

亿元的
国内票房(

作为多年合作伙伴% 中影集团董事长韩
三平和陈可辛当日分别代表两家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联盟协议(

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说%"人人
电影公司# 的成立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深
化的体现% 是中国电影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
努力方向(

而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十月围城'讲述义
士商人请保镖护送孙中山到香港筹募起义并
返回广州的故事( 影片总投资

%)"

亿元人民
币%由"人人电影公司#!中影集团和上海文广
新闻传媒集团共同斥资% 由香港导演陈德森
执导%但演员阵容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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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

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
!*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柏林电影
节的观众喜欢华语影片%希望明年能有更
多华语片来到柏林(

科斯里克说*"柏林电影节有展映华
语电影的传统%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等在
内的中国著名导演的影片都曾在电影节
上展映( 而且柏林电影节的观众喜欢这些
影片%因此我们每年都展映华语片( #

科斯里克对此次唯一一部入围竞赛
单元的华语影片&梅兰芳'赞赏有加( 他
说*"我们很喜欢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

因为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京剧%也知道梅兰
芳这位京剧表演大师%但我们并不了解梅
兰芳的故事( 这部大制作通过他的故事唯
美!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
这门国粹是如何发展!如何演进的%为我
们了解京剧提供了新的视角( #

科斯里克说%今年电影节也选择了多
部华语片在各个单元展映%其中一部合拍
片&约翰)拉贝'反映了中国抗战期间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今年有多部华语片在柏林电影节的
各个单元展映%除&约翰)拉贝'外还有中
国台湾导演程孝泽执导的&渺渺'!宁敬武
执导的&滚拉拉的枪'以及&白银帝国'等(

科斯里克认为%德国观众喜欢华语影
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它们都制作精
美%二是演员的演技都非常棒%三是它们
有很好的故事!很好的剧本(

科斯里克说*"目前在中国%有的导演
拍摄大制作的商业片%有的拍摄低成本的

艺术片( 这两种电影都有可能既在电影节
上获奖%又获得很好的票房%所以这种状
态没有必要改变( 导演应该拍摄自己风格
的电影%拍摄他们想拍摄的电影%这样拍
出来的电影才能成功( #

在结束采访之际%科斯里克说*"我们
非常高兴能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华语电
影%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展示了
中国人的生活%这能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
解%增强彼此间的好感%从而让大家生活
得更加和谐( #

,据新华社柏林
!

月
"$

日电%

记者 班玮 郑启航

相关链接

第 #%届柏林电影节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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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空手而归
新华社柏林

!

月
"$

日电 第
"+

届
柏林电影节当地时间

%*

日晚在柏林落下
帷幕%西班牙和秘鲁合拍影片&伤心的奶
水'获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 中国唯一
参赛片&梅兰芳'空手而归(

$(

岁女导演克劳迪娅)略萨执导的
&伤心的奶水'讲述了一名秘鲁少女试图走
出多年前国内冲突遗留的阴影% 努力开始
新生活的故事(在柏林电影节的历史上%该
片是首部参与角逐金熊奖的秘鲁影片(

略萨获奖后激动地说*"这太棒了-我
倍感荣幸- 感谢所有柏林电影节的团队-

感谢我的所有演员- #

柏林电影节的第二大奖项银熊奖评
审团大奖授予了阿根廷导演阿德里安)比
涅兹执导的&希甘特'和德国导演马伦)阿
德执导的&其他人'(

伊朗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凭借影
片&关于伊丽'荣获银熊奖最佳导演奖(银
熊奖最佳女演员奖由主演&其他人'的奥

地利演员比吉特)米尼克迈尔夺得( 银熊
奖最佳男演员奖由主演&伦敦的河'的马
里演员绍蒂居伊)库亚特获得(

由奥伦)莫韦尔曼自编自导的美国影片
&信使'获得银熊奖最佳编剧奖(银熊奖杰出
艺术贡献奖授予了影片&卡塔琳)瓦尔加'(

此外% 阿尔弗雷德)鲍尔奖被授予比
涅兹执导的&希甘特'和波兰导演安杰依)
瓦伊达执导的&甜蜜的冲动'%以奖励两部
影片在电影创新方面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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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口市金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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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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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印完*

*

时
''

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秘鲁导演克劳迪娅!略萨(中%等&牛奶的悲哀'主创人员在获奖后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比吉特!米妮克美尔(左%在柏林

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新华社发

索提古!库亚特在柏林电影节上

获得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新华社发

安杰依!瓦伊达手捧柏林电影节

阿尔弗莱德奖(敢斗奖%" 新华社发

&伤心的奶水'简介

导演#克劳迪娅%略萨

主演#马加莉%索列尔'苏西%索尼兹

剧情#影片围绕一个名叫法斯塔的女

人展开叙述(说
!"#$

年至
%$$$

年是秘鲁

历史上著名的恐怖统治时期(而法斯塔的

母亲就因为在此期间被强暴而染上了夺

命的乳房疾病(可怕的是(这种传染病也

传给了法斯塔) 她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的

时候( 又将这种瘟疫传播开了**最终(

法斯塔的母亲因为这种怪病而去世(这使

得法斯塔也开始面对自己的未来(并对所

染怪病背后的秘密产生+兴趣,**

右图#&伤心的奶水'剧照

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依!瓦伊达

56789:;<

出生于
%+(,

年现年
-$

岁的波兰电
影大师安杰依)瓦伊达%一直都在坚持着
自己的"柏林之旅#( 今年凭他自己一直
想拍的电影&甜蜜的冲动'入围柏林电影
节%已是他第

&

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了%然
而%和以往一样%柏林电影节总是给他一
些无关痛痒的安慰性荣誉奖项% 却从未
给他颁发过大奖(

去年%安杰依)瓦伊达凭&卡廷惨案'

第
,

次入围柏林电影节% 当时就被公认
为是夺奖的热门% 结果与今年一样( 今
年第

&

次入围柏林%而且是一部安杰依)
瓦伊达自己期望多年终于得以完成的大
片&甜蜜的冲动'%然而%结果他又只获得
一个敢斗奖%地地道道的一个安慰奖(

在世界影坛%安杰依)瓦伊达可以说
是一个大师级的电影导演%特别是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 安杰依)瓦伊达就是
波兰电影最显著的标志% 可以说是波兰
电影的代表- 以前唯一能与他抗衡的电
影大师级人物% 只有罗曼)波兰斯基%但
是%后者早就离开波兰定居法国%已经不
算是波兰导演了( 因此%安杰依)瓦伊达
这位曾经的波兰电影协会主席% 便成了
波兰电影的代表% 而且是 "波兰电影学
派#的创始人之一(

安杰依)瓦伊达
%+""

年开始导演故
事片%代表作包括&一代人'+&下水道'+

&钻石与灰烬'等"战争三部曲#%他的作
品公认是 "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混合
体% 同时又带有超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
色彩#%在世界影坛有很高地位( #冯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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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为纪念西藏
民主改革

"'

周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
制+ 华夏电影发行责任有限公司和中影数字
院线公司联合发行的&西藏今昔'电影纪录片
%"

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和西
藏+青海+甘肃+云南影院上映%

(

月
%&

日后
将在全国各地电影院陆续上映(

该片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影像
资料+实物档案等画面%反映了西藏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反
映了

%+"+

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政教合一的封
建农奴制社会的落后+黑暗 +残酷和对人权
的严重践踏% 反映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
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
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展现了民主改革

"'

年
来西藏社会发生的历史性进步和西藏人民
命运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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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 #记者王志

伟&记者日前从广西旅游部门了解到%一部向
新中国成立

,'

周年献礼的电影 &寻找刘三
姐'目前在广西拍摄(

这一影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制作% 由苏
有朋+黄圣依等演员主演(

电影&寻找刘三姐'讲述一位华裔音乐家
跟随导游%走进广西境内壮族+瑶族+苗族等
村寨%寻找歌仙"刘三姐#的故事( 影片融合
广西壮+苗+瑶+京等多民族文化风情%巧妙再
现刘三姐当年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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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第
"+

届柏
林电影节当地时间

%*

日晚落幕 %&伤心的
奶水'获得金熊奖最佳影片奖( 该片导演+

年仅
$(

岁的秘鲁女导演克劳迪娅)略萨则
成为历年来获得金熊奖影片的导演中最年
轻的一个(

略萨
%+&,

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

%++-

年%略萨获得电影导演专业学士学位%后来她
又先后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和美国纽约进行电
影专业的学习% 并在马德里获得影视剧本创
作专业硕士学位(

&伤心的奶水'仅仅是她导演的第二部长
故事片% 它同时也是首部参加柏林电影节竞
赛单元的秘鲁影片(

('',

年%略萨的第一部长故事片&玛登
乌莎'不仅在秘鲁 +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
等拉美国家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得奖项%还摘
得了

('',

年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影评
人奖(

略萨的两部影片有不少共同之处* 都是
由她兼任导演+编剧+制片/都是以秘鲁当地
少女的成长为题材/ 年轻的秘鲁女演员马加
莉)索列尔都在片中担任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