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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令所有战士不许后退，因为
我们的身后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里没有妈妈，只有战争，谁能挺
过战争，谁就有妈妈。”

“布谷鸟，布谷鸟，我能活多久？”
这一句句台词是否唤起了你的记

忆，让你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那部感动
了中国一代人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斯坦尼斯
拉夫·罗斯托茨基执导的战争片，伊琳
娜·多尔加诺娃、叶莲娜·德罗佩科、安
德烈·马尔蒂诺夫参加演出。作为中国
人最熟悉的俄罗斯电影，1972 版《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感动了一代中国观众。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根据作家瓦
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内容取自一
个真实事件，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在广袤森林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

魄、激烈残酷的阻击战的故事。1972年，
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把《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搬上了银幕，获 1973
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等，成为一
代经典。

本次金砖国家电影节会带观众重
温这部四十年多年前的经典反战影
片，剧中五位年轻漂亮的女战士丽达、
热妮亚、索妮亚、里莎、嘉尔卡可能会
让你穿越时光，重温那时的观影感受。
在这次金砖国家电影节上，和《这里的
黎明静悄悄》同样取材二战的电影《潘
菲洛夫 28 勇士》也非常值得期待。和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样，《潘菲洛夫
28 勇士》也是有历史原型可循的。1941
年 11 月 16 日，在莫斯科西北郊的激烈
战斗中，来自第 316 步兵师第 1075 步
兵团的 28 名指战员面对优势敌人的

进攻，坚守阵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由于第 316 师后来以其师长潘菲洛夫
将军的名字命名，这一英雄群体被称
为“潘菲洛夫 28 勇士”，战后他们被写
入教科书，作为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
的典范，其影响延续至今。

据悉，《潘菲洛夫28勇士》在中国内
地上映的消息还未确定，2017中国成都·
金砖国家电影节上，成都观众可以先睹
为快！

此外，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百丽宫
影城（太古里）店方面获悉，本次金砖国
家电影节参展影片的放映情况：《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办公室的故事》《中央
车站》《上帝之城》等经典影片的放映效
果非常好，观众积极购票；成都观众特
别喜欢印度电影，《巴霍巴利王》出现一
票难求的场面。

6部俄罗斯电影
请你一次看个够

说起俄罗斯，大家会想起举世闻
名的“天鹅舞”、可爱精美的套娃、浓郁
醇厚的伏特加酒，以及独特的黑面包
……说起俄罗斯电影，很多影迷会想
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办公室的故
事》，这些经典电影曾感动了无数中国
观众。

6 月 25 日，2017 中国成都·金砖国
家电影节的第三天，俄罗斯电影日新闻
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参加本届电影节的
俄罗斯影片一共6部。俄罗斯代表团团
长、俄罗斯国家电影与科学学院执行总
监鲍里斯·马斯塔拉勒，“熊猫奖”俄罗
斯评委谢尔盖·莫克里茨基，参赛片《潘
菲洛夫 28 勇士》导演、制片、编剧安德
烈·谢罗帕，参赛片《僧侣与魔鬼》导演
尼古拉·多斯塔尔，参展片《好男孩》女
演员爱丽·德尼索娃，参展片《村庄里的
灯火》男演员基里尔·弗罗洛夫亮相发
布会，他们详细揭秘了影片拍摄幕后，
希望借助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与观
众交流。

6部电影
展现俄罗斯多元文化

此次金砖国家电影节为观众带来
了6部优秀的俄罗斯电影，包括曾受中
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经典影片《这里的
黎明静悄悄》《办公室的故事》，参赛影
片《潘菲洛夫28勇士》《僧侣与魔鬼》，以
及参展影片《好男孩》《村庄里的灯火》，
涵盖了战争片、喜剧片、爱情片等不同
类型，让观众通过电影领略俄罗斯的多
元文化。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国家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执行总监鲍里斯·马
斯塔拉勒表示，这次带来的6部俄罗斯
电影在此次金砖国家电影节上展示了
俄罗斯的灵魂和精神，通过电影节的平
台，促进金砖五国之间的电影交流，“我

们虽然讲不同的语言，但电影是一种不
需要翻译都能互相理解的语言。在“国
家电影日”活动中，不仅能向其他金砖
国家展映该国的影片，还能让电影人互
相学习，取长补短。

“熊猫奖”俄罗斯评委谢尔盖·莫克
里茨基的作品曾多次参选威尼斯电影
节和洛迦诺电影节，并多次获得最佳摄
影导演奖项。他的最新作品《女狙击手》
在俄罗斯2000多块电影银幕上放映，是
俄罗斯国内票房冠军，尤利娅·别列希
尔德也凭借这部影片在2015 年的釜山
电影节获得最佳女演员的殊荣。谢尔
盖·莫克里茨基表示，“感谢中方朋友对
这次金砖国家电影节活动的组织，我很
开心参加这次活动。五个国家、五种皮
肤，五种电影文化，是电影节让大家聚
集在这里，希望金砖国家电影节能长久
地办下去。”

“最有趣的事
就是我把这部电影拍了下来”

俄罗斯电影日的开幕影片《僧侣与
魔鬼》就一部悲喜剧，导演尼古拉·多斯
塔尔携该片的主创人员一同与成都的
影迷见面，尼古拉·多斯塔尔表示，影片
加入了许多幽默的元素，“任何电影都
要有幽默，俄罗斯也有一些导演也对这
类题材青睐有加。”

见面会现场，有成都的影迷请尼古
拉·多斯塔尔介绍电影中的精彩片段，
他卖起了关子，“作为导演，我很少介绍
电影中的片段，我觉得电影中的片段应
该观众来讲，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话 ：百
闻不如一见。可以说，这个电影对大家
来说比较陌生，有一定文化背景，重要
的是对电影的热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大家感受到的是对电影的爱，对人文的
爱，所以我想说的就差不多了，我们就
一起看电影吧。”影迷问他拍摄这部电

影时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尼古拉·多
斯塔尔的回答很是巧妙：“有趣的事？最
有趣的事就是我把这部电影拍了下
来。”尼古拉·多斯塔尔的一番话赢得阵
阵掌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多
斯塔尔的妻子担任该片的服装设计师，
她也来到影迷见面会现场，她直言，为
了电影的服装设计自己精心准备了很
长时间，“这部电影讲述俄罗斯19世纪
的事儿，我是按照当时的服装进行设计
的。”

发布会现场，尼古拉·多斯塔尔表
情丰富，回答幽默，问及自己生活中是
不是幽默的人，他回答：“对我而言，悲
喜剧是我最爱拍的题材。”

他们知道很多中国电影
喜欢成龙、李小龙、周润发……

本次金砖国家电影节为中外电影
人搭建了互相交流的平台，他们在电影
论坛上相互交流观点，走进电影院观看
不同国家的电影。俄罗斯电影参赛片

《潘菲洛夫28勇士》导演、制片、编剧安
德烈·谢罗帕就表示，这几天，和很多电
影人进行了交流，在24日的巴西电影日
上，他观看了巴西参赛影片《第二个妈
妈》，他对这部影片印象非常深刻，“这
部电影的题材很吸引我，随后我也在网
上搜集了电影创作者的资料，该片类似
的风格和主题，也是我以后想尝试的。”

当提到中国电影时，俄罗斯代表团
的成员们纷纷表示，中国电影在俄罗斯
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大片都能在俄罗斯
的大银幕上看到。“我从小就看中国电
影，中国电影影响了很多代俄罗斯人，
我们特别喜欢讲中国文化的电影，成龙
和李小龙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影星。”安
德烈·谢罗帕说，张艺谋、周润发等中国
电影人的名字也是俄罗斯观众耳熟能
详的。

成都观众重温俄罗斯经典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金砖国家电影节俄罗斯电影日昨启动金砖国家电影节俄罗斯电影日昨启动

俄罗斯电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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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想起上世你回想起上世
纪纪7070年代那部年代那部
感动了中国一感动了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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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黎明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静悄悄》。》。

“现在俄罗斯电影发展趋势，是对俄罗斯传统电影
的恢复，后续的影片会加入俄罗斯传统影片的拍摄方
式，在俄罗斯新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影片的灵魂。”本
届金砖国家电影节参赛片《潘菲洛夫28勇士》的导演、
制片、编剧安德烈·谢罗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潘菲洛夫28勇士》讲述了二战期间，伊万·潘菲
洛夫上将率领步兵誓死抵抗德军，成功狙击德军坦克
部队的故事。但安德烈·谢罗帕表示，这部电影的诞生
之路很艰难。一人身兼三职，源于安德烈·谢罗帕对历
史题材电影的热爱。“虽然这部影片的情节非常复杂，
但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是不想使用特效，因为我们
想让电影变得更自然，我们担心特效会破坏电影的内
容，为了更真实，我们采用比较传统的拍摄方式。”

安德烈·谢罗帕透露，为了真实还原战争的场景，
剧组使用了52个轮班制的拍摄小组，远远多于普通的
剧组。而且，影片有200多个关于坦克的场景，在这些
震撼的场面背后，是剧组精心拍摄了1000多个分镜头
后，经过一年时间剪辑而成。“所以，整个拍摄过程非
常艰辛，庆幸的是我个人对这部电影的呈现是非常满
意的。”安德烈·谢罗帕感叹。安德烈·谢罗帕坦承，“我
们现在尽最大努力让现有的俄罗斯战争片和传统的
影片在电影的表达上一致，我也希望中国观众能喜欢
这类电影。”

但事实上，好莱坞商业片已经培养了一波又一波
的受众群体，保持传统的拍摄方式究竟是一份坚守还
是创新？“我们的电影更多的是介绍人性、生活，所以
走的是传统的俄罗斯电影拍摄方式，没有采用好莱坞
商业片的拍摄方式。”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国家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执行总监鲍里斯·马斯塔拉勒坚
定地说道。

关于俄罗斯电影的现状，一位俄罗斯制片人透
露，目前俄罗斯电影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
持，商业资本较少，所以在有限的预算下，拍摄一部好
的电影是非常难的。此外，在电影人才培养上，虽然俄
罗斯目前有不少电影学院，“但有一点比较遗憾，进电
影学院学习的费用非常高，并不是年轻的电影爱好者
能负担得了的。”本次金砖国家电影节参赛片《僧侣与
魔鬼》导演尼古拉·多斯塔尔说道。

如今，在俄罗斯，合拍电影也正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安德烈·谢罗帕告诉记者，现在俄罗斯片商也在做
一些合拍电影的尝试，“根据我的经验，合拍片的效果
都是非常好的。”同时，安德烈·谢罗帕也表示“盯上”
中国电影市场，“如果能跟中国合拍电影，那将非常有
意思，我们合作的潜力非常大，我们也非常期待来中
国拍电影！”

专访《潘菲洛夫28勇士》导演：
用传统的方式保持电影的真实

6月25日下午，金砖五国的电影人来到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体验熊猫文化，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一
次见到大熊猫，难言激动的心情。

6 月 26 日，金砖五国电影人一行还将到武侯祠游
览；观看川剧表演，让各国电影人能在电影节间隙感受
成都的悠久历史、独特的文化。不少电影人表示，他们都
是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成都，第一次见到大熊猫。他
们很喜欢成都美丽的风景和舒适的气候，对这里的文化
也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成都的辣味美食。

俄罗斯的导演安德烈·谢罗帕说，他和夫人抽时间
在成都市区里逛了一圈，觉得很棒，在接下来的几天时
间里，希望能够更多地、更切身地感受成都的魅力。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姚丽金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金砖国家电影人寻访大熊猫

俄罗斯电影日，《好男孩》导演主创团队接受媒体采访

2017中国成都·金砖国家电影节俄罗斯电影日，成都的观众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

各国嘉宾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参观

嘉宾与熊猫玩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