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再是白人男性做主导

今年的奥斯卡提名名单创造

了好几项纪录。譬如说终于有一位

女 性 获 得 最 佳 摄 影 的 提 名 。

Rachel� Morrison 凭借 《泥土之

界》获得最佳摄影提名，成为奥斯

卡第一位提名女性；终于有一个非

裔美国人获得最佳改编剧本的提

名。凭借《泥土之界》，电影导演兼

编剧迪·里斯， 成为首位获得改编

剧本奖提名的非裔美国人；终于有

一名变性人获得奥斯卡提名。获得

最佳纪录片提名《强岛》的导演恩

斯·福特， 是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

卡提名的变性人。

除了这些“第一次” 之外，今

年奥斯卡获得提名的女性、有色人

种也比过去两年都更多一些。

譬如， 有女性入围了最佳导

演———凭借《伯德小姐》，34 岁的

格蕾塔·葛韦格获得了最佳导演的

提名。而历史上，包括她，只有 5名

女性加入这一行列，获奖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拍《拆弹部队》的凯瑟

琳·毕格罗。

这次入围最佳导演的名单中

还有一名黑人导演，而且是导演处

女作就获得了提名，这个人是《逃

出绝命镇》的导演乔丹·皮尔。 和

女性导演一样，之前获得导演提名

的黑人也只有 5位，而且还没有一

个拿奖。

从 2015年爆发 “Oscars� So�

White” 运动之后，可以明显看到

今年奥斯卡变得更多元化。这个变

化直接与参与奥斯卡投票的人员

相关。

大家知道，奥斯卡的入围和得

奖名单都是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

学学院(AMPAS)的成员投票选

出的， 这些成员是被认可的电影

人，像中国导演冯小刚、章子怡、范

冰冰都受到邀请， 成为学院成员，

有资格参与投票。但学院一直由白

人男性主导， 在 2012 年学院的

5765 名成员中，94%是白人，77%

是男性。 在 2016、2017 年，学院增

加了 1257名新成员， 让女性组成

比例上升到 28%， 有色人种比例

上升到 13%。

如此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 90

年来，女性与黑人导演获得奥斯卡

提名的人数分别只有 5个。而这次

格蕾塔·葛韦格和乔丹·皮尔，作为

两名初出茅庐的边缘人物，能够入

围就是一个重要信号。这意味着这

些新来的奥斯卡学院成员，想要做

出改变。 一个 60 岁 + 的学院老成

员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他对

乔丹·皮尔导演的 《逃出绝命镇》

能够入围最佳影片很惊讶，在往年

这类惊悚片很难有机会。 而最终

《逃出绝命镇》还拿下了最佳原创

剧本，变革已经发生，让人期待。

电影更私人、更自由

今年入围的最佳影片口味非

常多元。

除了有走传统好莱坞路线的

《华盛顿邮报》、《至暗时刻》、

《敦刻尔克》， 还有往年不受奥斯

卡青睐的青春片 《伯德小姐》、惊

悚片《逃出绝命镇》以及不过就是

讲述了一段简单夏日情事的爱情

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这三

部片子都是低成本片子，虽然最后

都没有拿下最佳影片，但各自都获

得了三个以上的提名，可以说明奥

斯卡口味正在转变。

首先是，传统路线的颁奖季影

片越见失宠。 今年斯皮尔伯格的

《华盛顿邮报》是典型的老一派好

莱坞风格， 有影帝影后级别的演

员，镜头画面也绝对漂亮，但早在

颁奖礼前就已不被看好，今年也没

有拿下什么奖项。相比起这种传统

类型片，导演的个人化风格成为了

今年奥斯卡的主流。

拿下最佳女主、最佳男配角的

《三块广告牌》深深烙印着英国鬼

才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黑色幽默

风格； 拿下最佳影片的 《水形物

语》 也有着导演吉尔莫·德尔·托

罗本人鲜明的迷影色彩；而从始至

终只用一台摄影机就完成了拍摄

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则以

风景清新又欲望四溢的简朴画面，

打动了无数人；新人女性导演格蕾

塔·葛韦格对女人情感细腻与诚实

的叙事手法，在一众男导演中更是

独树一帜。

奥斯卡正在欢迎更多样、更不

同的电影，这是好事。

当然也有人担心，电影正在被

政治绑架。理由是这些入围电影都

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的社会

议题， 特别是在川普上台后，“电

影被逼得就种族问题、LGBT、女

性主义等时下热点做出政治正确

的表态” 。

但实际上， 除了 《华盛顿邮

报》是在川普获胜后开拍的，其他

入围电影早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

就已经在拍摄中了。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三块广告牌》、《水形物语》、

《伯德小姐》的剧本更是在数年前

就已经开始写了，根本无法预知去

年下半年突然爆发的反性骚扰女

权运动。 这些电影没有被政治绑

架，恰恰相反，它们就如文学、音乐

一样，更灵敏地捕捉到人们生活中

的情绪、改变和时代的痛点，先主

动做出了反应。

更多倾听女性声音

《纽约时报》以《这一届奥斯

卡属于强大的女性》 来形容今年

入围的奥斯卡女演员们。

的确， 今年入围最佳女主、最

佳女配的角色，和以往有了一个很

大的不同：她们大多不怎么讨人喜

欢。

拿下最佳女主角的 《三块广

告牌》里的米尔德（片中角色）自

不必说，在影片里，为了给女儿讨

回公道，她强硬、毫不退让；拿下最

佳女配角的《我，花样女王》里的

拉沃娜（片中角色）同样不是好好

说话的主儿，她满嘴粗口、从不会

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除了拿奖的这两位，其他入围

的角色如《华盛顿邮报》中让看不

起她的男人住口的出版人凯瑟琳，

《伯德小姐》中一定要让女儿看清

生活艰难的固执母亲，《我、 花样

女王》中被骂“没有教养” 但生命

力旺盛的花滑女王、《水形物语》

中的黑人女清洁工，甚至包括《伯

德小姐》中的女主，那个迷茫自私

的高中女生，都有着一种在以往女

性角色中少见的野蛮、凶狠与不屈

服。

并不是说以前获奖的女演员

演技或者角色就没那么精彩，而是

说，今年很清楚的是，奥斯卡想要

听到女人们怒吼。

此外，这次入围的 8 部最佳影

片中，有四部都是以女性故事作为

主题，包括拿下最佳影片的《水形

物语》。

再 加 上 如 今 轰 轰 烈 烈 的

Time� is� up 反性骚扰运动，似乎

女性的地位在好莱坞正在崛起。

但，情况也并非那么乐观。

在 2016 年的前 100 名票房最

高的好莱坞电影中，有台词的角色

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女性，在这

100 部电影里只有 34 部有女性作

为主角或者重要角色之一，而且只

有 8个是 45岁或以上。就像妮可·

基德曼在去年拿下艾美奖时所说

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旦

女演员到了我这个年纪 （她刚刚

50岁），就没有多少好的角色可以

选择了。 ”

如今有越来越多属于成熟女

人的好角色 （今年最佳女配角入

围者的平均年龄为 55 岁）、 以女

性作为主角的好电影涌现出来，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制片商发现，

女性电影能挣钱、那些不那么讨人

喜欢的女人角色也能吸引大量观

众。

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去年创

下票房纪录、全球拿下 8.2 亿美金

票房的《神奇女侠》，和以一群平

均年龄 40岁 + 的女人作为绝对女

主、但收视和口碑都非常牛逼的电

视剧《大谎小言》。

这一市场风向的转变再加上

如今越来越多强势的女性导演

（如《神奇女侠》的导演派蒂·杰

金斯）、女性制片人（《大谎小言》

就是全女性制片人）的出现，更多

好看的、以前没有看过的女性作品

将会越来越多。

总的来看，作为全球电影领军

者的好莱坞的确在变得更开放、更

多元， 无论是电影人还是电影类

型，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步伐并

没有那么快， 但值得

期待。

北京时间 2018 年 3 月 5

日上午，第 90 届奥斯卡颁奖礼

在美国杜比剧院举行，《水形

物语》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

演、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四

项大奖， 成为颁奖礼上最大赢

家。而它的劲敌《三块广告牌》

则在表演类奖项收获颇多，拿

下了最佳女主、 最佳男配两项

大奖， 之前争议较大的原创剧

本奖则被《逃出绝命镇》异军

突起夺得。这一次，奥斯卡从学

院的人员配置到提名名单上都

出现了更多的有色人种与女

性，同时，在对电影的喜好上也

有所改变， 从颁奖典礼上也可

以看出这一点，女性、种族问题

被不断提及。一起来看看，本届

奥斯卡哪里变了。

好莱坞真的变样了？

奥斯卡揭晓 各项大奖显端倪

3 月 9 日晚 20：00， 湖南

卫视 《歌手》2018 即将迎来

“终极踢馆” ， 节目最后一位

踢馆歌手霍尊惊喜加盟，首秀

即带来《红颜劫》。

说到霍尊，观众首先想起

的必然是其成名作兼代表作

《卷珠帘》。 作为一位具有显

著个人标识的唱作歌手，霍尊

的加盟更意味着节目在线元

素的再度刷新，同时也大幅增

宽唱将的版图构成，给节目带

来了不小震动。据了解，在“终

极踢馆赛” 的录制中，压轴登

场的他并未如众人所预计那

般演唱《卷珠帘》，反倒是以

电视剧 《甄嬛传》 的主题曲

《红颜劫》首秀，并奉上了他

所擅长的戏腔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按踢馆规

则，霍尊需要在本场及下一场

成绩综合相加进入前四才算

踢馆成功，场上排名最末的歌

手淘汰；反之，提前离开竞演

舞台的将是霍尊。

本报记者 胡亚妮

还记得《欢乐颂》里那个

打败了谭宗明和奇点，成功获

得安迪芳心的小包总吗？ 他就

是杨烁，他饰演的小包总被赞

“男友力 MAX” 。 现在，让杨

烁 “男友力爆棚” 的电视剧

《利刃出击》 已登录江苏卫

视。 剧中杨烁饰演武警猎豹突

击队队长刘闯，他是身手敏捷

的武警， 是能随机应变的卧

底， 也是敢于追求爱情的暖

男。 看了《利刃出击》，会认识

一个全新的杨烁。

据介绍，在《利刃出击》

中， 杨烁颠覆以往荧幕形

象，变身热血刑警刘闯，

和牟星饰演的猎豹突

击队副队长夏冬展

开了一段惊心动魄

的罗曼爱情史 。

《利刃出击》中夏

冬是功夫和智商

都十分了得的女

刑警，有着不输男

子的智谋与体力。

胡亚妮

不完全获奖名单

最佳影片：《水形物语》

最佳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

最佳男主角：加里·奥德曼《至暗时刻》

最佳女主角：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三块广告牌》

最佳男配角：山姆·洛克威尔《三块广告牌》

最佳女配角：艾丽森·詹尼 《我，托尼娅》

最佳原创剧本：乔丹·皮尔《逃出绝命镇》

最佳改编剧本： 詹姆斯·伊沃里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今年 89 岁的詹姆斯·伊沃里成为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得

奖者，全场为他起立鼓掌。 此前他曾 3 次提名奥斯卡最

佳导演，这是他第一次提名最佳改编剧本。 ）

最佳动画长片：《寻梦环游记》

最佳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这是由科比

主演的短片哦，也是由科比上台领奖）

最佳原创歌曲：《寻梦环游记》

霍尊踢馆《歌手》

《利刃出击》

杨烁改头换

《水形物语》海报

加里·奥德曼摘获影帝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封后

《水形物语》导演手捧两座小金人

2018�年3月6日 星期二

文娱资讯

WENYUZIXUN

A

14

编辑／版式 棋棋 校对／周少俊

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