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戛纳当地时间20日晚10点，《归来》剧

组亮相戛纳电影节红毯，这是时隔多年后张

艺谋与巩俐再度携手亮相戛纳。该片放映后

获得好评， 巩俐看完后更深受感动当场落

泪，与张艺谋激动拥抱。

张艺谋女儿张末作为《归来》的剪辑师，

也亮相本次戛纳红毯。 在张艺谋的引荐下，张

末和巩俐正面相遇，已成年的她没有恶语相向

父亲曾经的女友，而是与之热情拥抱，“也有一

种《归来》的感觉，场面令人感动”！

据了解，据片方粗略统计，《归来》目前在

国内的票房已达1.21亿元。 听闻这个票房成

绩，张艺谋高兴地表示：“很不错！这是一个文

艺片，而且不是一个格局那么大的文艺片，票

房好说明观众喜欢，我也很高兴。”

《归来》看哭戛纳观众

戛纳当地时间20日12：45，《归来》 结束

了在戛纳的首场放映， 观众纷纷从卢米埃尔

影厅走出来，大多眼睛红肿。在记者随机采访

的23位观众中， 除了两位媒体记者表示故事

前十分钟左右还不错、 后面水准不及开头之

外， 其余21名观众都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喜

爱。他们大都会提到的关键词是“感人”“爱

情故事”“我哭了”。一位美国老太太认为这

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还有一位来

自挪威的记者爆料， 观影时周围的人都在抹

眼泪擦鼻涕。网友“何小沁”在微博中写道：

“本以为三场放映不会有太多人来， 结果几

乎满场。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有人

不满影片没进入竞赛，人人称赞巩俐。一法国

人在我们镜头前当场泪崩！”据悉，巩俐看完

电影后当场落泪，并与张艺谋激动拥抱。

巩俐张末拥抱 场面令人感动

张艺谋女儿张末在《归来》中担任剪辑

师，昨天“张艺谋贴吧官博”新浪微博表示：

“戛纳电影节进行中，在张导的引荐下，巩俐

和张导女儿张末抱上了，也有一种《归来》的

感觉，场面令人感动！”此微博还曝光了一组

巩俐与张末相拥的照片。昨天，成都商报记

者联系上剧组的一位宣传人员，她表示：“她

（张末）只是作为电影团队的代表之一，跟剧

组一起走红毯而已，郎朗也走了红毯，江志

强也走了。”

张世豪 综合报道

张末曾指责巩俐：毁了我的童年

多年前张艺谋女儿张末受访时， 公开

指责介入他们家庭的巩俐毁了她的童年。张

末当年表示：“爸爸妈妈结婚时，爸爸什么都

没有，因为有妈妈给他全力支持，爸爸才取得

了事业上的成功。爸爸和巩俐在一起的日子，

我还不太懂事，但我至今也不清楚，像巩俐这

样的大明星， 她和爸爸在一起为什么要扼杀

我们父女接触的一切机会？ 那时我就像失去

了父亲一样。”据透露，直到巩俐离开张艺谋

后，她才真正拥有父亲，但已给她的童年留下

不可磨灭的阴影。

据《半岛晨报》

巩俐没进竞赛单元

张艺谋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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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女儿张末在上学时曾公开指责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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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和第一次来戛纳相比，心境有不同吗？

巩俐：

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只

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电影人一定需要来的地

方，来充电的地方。

记者：

这一次比如三代谋女郎齐聚戛纳，

也是很多中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点，你们私下碰

到会交流吗？

巩俐：

什么郎之类的咱们就别说了，没有

什么郎不郎的，这个很俗的，我觉得很不尊敬

人， 希望大家再不要讲这些无聊的话题了。在

国外不会有一个导演跟一个人合作完之后，他

再跟别的演员合作时，别人会叫这个演员什么

郎什么郎的。我们大家要互相尊重，要尊重导

演、尊重演员，尊重艺术，所以大家不要再用这

种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

记者：

很遗憾《归来》没有入围主竞赛。

巩俐：

失去了一次竞争的机会，我也觉得比

较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很好，能在这么好的

平台，把这个电影展示给大家，我已经满足了。

因为我们本来20日离开， 但现在好多人来约采

访，是世界媒体，所以我们只有延期回国了。

记者：

跟张导合作这么久了，会不会没有

了新鲜感？

巩俐：

我们一直有新鲜感，为什么你会提这

个问题？他是在创作另外一个电影，我是在塑造

另外一个人物，新鲜感是来自于创作，创新，它

不是说因为你每天见面就没有新鲜感了。

记者：

其实冯婉喻这个角色很难演。

巩俐：

在我的电影生涯中，我一直记得一

句话：你不要试图去怎么演这个角色，一定要

试图去成为这个角色。我在拍《归来》的时候，

我跟导演说我要体验生活，我对这个人群并不

了解，我妈妈得了半瘫，但是她脑子是清醒的，

她是认识我们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群的喜怒

哀乐， 怎么去表演， 怎么去把握这个人物的难

点，我体验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去老人院看了

很多人，也采访了很多人，基本是知识分子，很

多知识分子得这种病。初期是比较轻，越来会

越重，这种病治不好。还有演冯婉喻，我特别在

意化妆，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化妆师，他

下了很多工夫。我们见第一面时，他说“我觉

得你完全不是冯婉喻”，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找

到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先试妆，我把

这个脸就交给你了。80多岁的老年妆， 经常会

贴胶，很多的胶，抹到脸上之后用热风吹，吹完

了之后再弄出皱纹，之后再松开，再抹粉，整个

轮廓是一笔一笔弄出来的， 所有的头发也都是

一丝一丝画上去的。

记者：

听您在采访时讲过：演好了这个角

色，您才算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巩俐：

要看大家的评价，认不认可这个角

色，我也希望国外的观众认可这个角色，我希

望他们喜欢这个片子，会明白这个电影，会认

可我们的表演。

网易娱乐

“当代艺术F4”之一

王广义来蓉办展

“内爆与危情：王广义文献纪录

片映展暨实验艺术国际论坛”前天在

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艺术与传播学

院开幕。 开幕式引得当代艺术圈各位

大腕莅临， 周春芽作为王广义的好友

致词。同时，本周末，还有三场颇具规

模的大展要亮相：2014年5月24日下

午，《时空之间， 艺术家作为叙事者》

与《流光溢彩———娜塔丽·于诺·蓬萨

灯光装置展》将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

行；2014年5月25日下午 《一起———

2014五彩基金教师作品展》将在成都

蓝顶美术馆（老馆）开幕。

“王广义文献纪录片映展暨实验

艺术国际论坛” 将著名艺术家王广义

的艺术实践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实践的

范本来展开讨论。展览由纪录片、幻灯

放映、参展海报、画册陈列、文献资料与

历史照片五个部分构成，通过历史文献

线索展示了艺术家30年的创作历程，作

品有油画、雕塑、装置、综合材料以及其

他类型观念作品。此次艺术家的作品主

要是以影像放映的方式呈现，并有少量

创作草图原件。此外，映展纪录片还将

在成都影像艺术中心同期播放。

在蓝顶，一场颇有温度的展览将在

周日下午浓情开展，《一起———2014五

彩基金教师作品展》 于成都蓝顶美术

馆（老馆）开幕。展览由五彩基金发起

人周春芽策展，参展人包括18位五彩基

金教师，展出共41件不同形式的艺术作

品。除此之外，五彩基金与成都蓝顶美

术馆还将于“六·一”儿童节当天共同

推出儿童公教活动《彩虹色的花》。

而在2014年第九届“中法文化之

春”期间，成都当代美术馆作为艺术

节在成都地区的重要艺术阵地， 将推

出《时空之间，艺术家作为叙事者》与

《流光溢彩———娜塔丽·于诺·蓬萨灯

光装置展》 两个艺术展览。《时空之

间，艺术家作为叙事者》将展出二十

多位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法国影像艺术

家的优秀作品。《流光溢彩———娜塔

丽·于诺·蓬萨灯光装置展》则将展出

一件来自法国艺术家娜塔丽·于诺·蓬

萨的灯光装置作品。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摩纳哥王妃》

6月上映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

世豪）

杨澜老公吴征参与

投资的电影 《摩纳哥王

妃》， 是本届戛纳电影节

开幕影片。昨天，刚从戛纳

回国的吴征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影

片初定6月内地上映。

《摩纳哥王妃》讲述了

好莱坞红极一时的明星、奥

斯卡影后格蕾丝·凯利嫁入

摩纳哥王室后的人生经历。

好莱坞影星妮可·基德曼在

片中担任女一号， 吴征表

示：“选妮可来演是我和其

他投资方一起决定的，她各

方面的气质非常符合，是不

二人选。 影后演影后非常

恰当， 和王妃长得最像的

好莱坞女明星也是妮可·

基德曼。”吴征透露，《摩纳

哥王妃》初步定于6月在中

国内地上映，妮可·基德曼

届时也会前往上海电影节

为影片站台。

《摩纳哥王妃》在戛

纳放映后很多影评人把它

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相

比较，对此吴征坦言，“两

部片子都是既商业又艺

术， 我们这部影片镜头特

别美，妮可·基德曼在片子

里很美， 她的衣服很漂

亮。” 吴征透露，“杨澜非

常喜欢妮可， 同时她和妮

可是好朋友， 她曾经三次

采访妮可， 我们之前还出

版过 摩 纳 哥 王 妃 的 传

记。” 记者问吴征今后会

不会请杨澜演自己投资的

电影，他笑言：“如果有一

天我们拍宋美龄的时候她

来演挺适合的。”

张艺谋新片《归来》戛纳展映，女主角巩俐现身为其造势，再次来到

这里的巩俐并没有陌生感。 当说起今年戛纳开幕式三位谋女郎走红毯

时，巩俐表示自己很反感这个称呼，“什么郎之类的咱们就别说了，没有

什么郎不郎的，大家再不要讲这些无聊的话题了。”

巩俐反感被喊谋女郎：

这种称谓很不尊重人

巩俐张末拥抱在一起 郑德富摄

张艺谋女儿张末 张艺谋给巩俐介绍张末

张艺谋与巩俐的戛纳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