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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晚! 在记者亲

历开幕首日的各项活动后! 感受到了本届电

影节令人忧伤的几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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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本届北京电影节开幕影片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 放映 ! 和去年开幕

影片 %一次别离& 相比! 今年上座率明显

提高 ! 尽管如此! 影片的主创人员并没有

参加电影节任何活动$ 北京电影节占据天时

地利! 也并未吸引几部喜爱借电影节东风做

宣传的国产大片$ 作为一个志在 '高端( 国

际) 的电影节! 今年的国际大腕除基努*里

维斯带着导演处女作 %太极侠& 来做宣传

外! 实在寥寥无几+

虽然国际明星仍是个位数! 国内大片也

并不捧场! 但来参展的国产新片却多得超乎

想象, 从
"#

日开始!国家会议中心就迎来一

拨又一拨国产新片剧组-%咒.丝&/%飞来鸿

福&(%探秘宇宙&(%步步追魂&(%门煞&(%天津

闲人&(%地下凶猛&(%菜鸟追"钟)&00这些

之前闻所未闻的新片! 全在电影节上冒了出

来!细看主创名单!找不出几个"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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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电影节的各项活动不尽

如人意!本将于
"$

日开始的"民族影片展)

因故取消 1作为重头戏的 "电影嘉年华 )难

觅"全民狂欢)的影子1甚至!部分外地记者

来到现场后才被告知媒体证尚在制证中 !

导致其无法参与报道,

不同于上海(香港等其它国际电影节!北

京电影节的安保极为严格, 每天进出主会场

多次都需安检, 嘉宾与记者参加电影节也并

非易事!需要提前接受"政审), 严格不是坏

事!但开幕的第一天还是出了状况!组委会发

放开幕式门票时第八排整排门票丢失! 经查

找后还是没有下落!昨天下午!组委会宣布第

八排门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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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正式宣布的
"$

部入围影片!除

国内的%一九四二&(%万箭穿心&两部外!其

余
"%

部也有多部曾参与展映,有影迷发现!

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

国内两部悲剧自不必说!%一九四二&展示

的是民族灾难!另一部%万箭穿心&演绎的则是

一个女人的灾难, 而其他多部国外影片也同

样看不到温暖的力量! 例如将兵荒马乱寄寓

于宗教垂怜的%求主垂怜&!期望终成一场幻梦

的%远大前程&(描述亲情脆弱(哀伤的德国影

片%亲人之间&(单纯展示被阴影附身痛苦发疯

的%移情失控&00有网友描述称"这么多类

型的影片!却都只看了心碎的颜色),

!

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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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下午! 本届北

京电影节开幕影片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进

行放映! 正式拉开了北京展映的序幕, 和去

年北京电影节开幕片 %一次别离& 放映相

比! 今年开幕片观影的上座率明显提高! 虽

然是非周末! 下午两点的上座率仍然达到了

八成以上, 尽管 %幸福线& 已经因年初的奥

斯卡声名远播! 不少现场观众都还是第一次

观看本片! 看过之后纷纷表示! 影片比想象

中更精彩,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 由 %斗士 & 的

导演大卫.欧.拉塞尔执导! 片名来自一句

谚语 ! 即 "每朵乌云都有银边 )! 预示着

主人公帕特乐观的人生态度 , 布莱德利.

库珀和詹妮弗.劳伦斯联手献上了一场珠

联璧合的精彩表演 ! 劳伦斯凭借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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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荣获第
,$

届奥斯卡最佳女主

角 ! 同时她也是奥斯卡史上第一位
-.

后

影后 , 不少现场观众都是首次观看该片 !

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影片非常精彩! 比想

象中更好看! 而电影放映完毕后也获得了

观众的掌声,

据悉! 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

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北京近
%.

家

影院进行放映,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核心

活动之一! 北京展映着眼于国际一流电影

展映活动定位! 突出多国别( 多题材( 多

风格样式特色! 充分体现 "多样文化交流)

原则! 展示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双轮驱动

的发展理念和战略, 电影节组委会先后收

到
#%

个国家和地区近
"%..

部影片申请展

映! 组委会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几轮的筛选

最终精选出
/#.

部国内外优秀影片展映 !

而这其中
-.0

以上都是近两年的全球最新

作品! 特别是境外影片! 很大一部分都是

在中国首次与观众见面! 也有部分影片是

亚洲首映或全球首映,

另外! 在境外展映影片中! 还有四分

之一是在去年和今年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

影片 ! 比如 - 第
,$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爱&! 大师级导演贝托鲁奇的新作 %我和

你&( 以及第
#$

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影

片 %天使的一份& 等, 展映影片中! 除主

竞赛 "天坛奖) 入围影片单元外! 将设置

"大师作品)( "体育精神)( "喜剧人生)

和 "女性视角 ) 等类型单元 ! 特别注重

"老年人晚年生活 ) ( "青少年成长 ) 和

"环境保护) 等热点题材! 还将组织法国(

俄罗斯( 泰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专题

影展, 在类别方面! 既有备受期待的商业

电影! 又筛选出大量观众难得一见的艺术

电影, 本届电影节北京展映活动除了包括

影片展映( 嘉宾观影( 主题活动等内容外!

还将安排多场展映影片主创见面会, 届时!

影院见面活动( 学术交流( 新片发布等各

项活动将超过
#.

场,

在影迷最为关心的票价方面! 本届电影节

展映活动为最大限度的惠及北京市民! 方便北京

的电影迷! 实行低票价策略! 每部影片的票价从

".

元至
#.

元不等1 其中! 购买 %哈利波特& 八

集连映套票! 还可享受八折的优惠, "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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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

月
"#

日晚在

拥有
#..

多年历史的天坛祈年殿拉开帷

幕, 天坛作为古都北京的祥瑞之地! 有着

天人合一( 风调雨顺的美好寓意! 而 "天

人合一.美美与共 ) 也正是本届电影节新

设立的 "天坛奖) 的核心价值! 向世界表

达着中外电影交流对话( 共赢未来的美好

理想,

当日晚! 伴随着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

的序曲! 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天坛祈年

殿举行了开幕式, 此次电影节以 %天人合

一.美美与共& 为主题! 将千年的沧海桑田

和百年的光影梦想融为一体! 将博大精深的

中国文化融于 "看电影) 的梦境之中! 展现

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办
%

年来的难忘瞬间,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大亮点是首次

设立主竞赛单元! 进行 "天坛奖) 评奖! 并

包含开幕式( 北京展映( 电影魅力.北京论

坛( 北京电影市场( 电影嘉年华( 闭幕式暨

颁奖典礼等
<

大主体单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也出

席了本届电影节, 蔡赴朝说! 北京国际电影

节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 首届高端起步! 上

一届跨越提升! 相信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举办! 各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合作之路将越

来越广阔! 中外电影深化交流实现共赢的前

景将会更加美好,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 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

近年来! 中国电影紧跟时代潮流! 全面推进

产业化改革!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电影产

量逐年增长! 质量明显提升! 市场稳步扩

大! 我们相信通过北京电影节的举办! 各国

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合作之路将会越来越广

阔! 中外电影深化交流实现共赢的前景将会

更加美好,)

据悉! 第三届国际电影节完全是按照国

际
;

类电影节的标准( 程序和组成方式来

进行的! 评委是由
<

名 2国际知名3 影人/

导演/ 制片人组成的! 其中有
$

位来自海外

其他国家! 组成这么一个阵容强大的国际评

委团! 体现影片的选择和质量/ 艺术等各个

方面的把关上完全尊重于评委的选择! 完全

尊重于质量艺术对电影的追求,#

本届 '天坛奖# 评委会
<

名成员包括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加拿

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梅隆.贝

利! 以及中国电影导演顾长卫等中外优秀

影人, '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一个特

殊的平台!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电影!

也能让更多的国人关爱电影 ! 喜欢电影 !

中国电影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希望中国

电影越来越精彩,# 顾长卫说! 北京国际电

影节作为特殊的平台! 将推动中国电影走

向世界, "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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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北京电影节导演演员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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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组委会获悉! 本

届电影节共有来自
#%

个国家的
"%..

多部影

片参展, 与往届不同的是! 本届电影节还首

次启动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 评奖! 共有

"$

部中外电影将角逐今年 '天坛奖# 的
".

个奖项,

记者获悉! 本届电影节将有
%..

多位国

内外电影界知名人士参与其中! 整个电影节

期间将有
/#.

部中外影片在北京
%.

家影院

放映! 其中
-.0

以上都是最近两年全球最新

作品! 境外影片有四分之一是在去年和今年

国际电影节上的获奖影片,

另外 !

"-#/

年上映的英美经典电影

%阿拉伯的劳伦斯& 的修复版还有
,

集连映

的 '哈利.波特# 系列! 也将参加展映, 本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启动主竞赛单元 '天

坛奖# 评奖! 共有
"$

部中外电影角逐今年

的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

奖/ 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女

配角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摄影奖/ 最佳音

乐奖和最佳视觉效果奖
".

个奖项, 入围的

中国影片有冯小刚的 %一九四二& 和王竞的

%万箭穿心&,

本届电影节还专门设立电影市场/ 电影

论坛和电影嘉年华等活动!从
!

月
"#

日一直

持续到
!

月
/%

日结束,电影市场设立在国家

会议中心!吸引到
/.

世纪福克斯/派拉蒙等

上百家电影公司参展! 集中展示电影后期特

效的最新发展趋势, 与会期间!由黄建新/贾

樟柯/李少红/徐峥组成的评审团!将进行电

影创投项目的评审, 电影嘉年华设有民族电

影展/电影特效展/电影新技术体验/影视游

艺新媒体展示互动等
#

个区域板块! 安排有

展映影片和微电影放映/ 新片发布活动和明

星见面会等多项活动, "曾世湘!#万箭穿心$海报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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