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委廢金馬獎惹眾怒

親歷者：九二共識來之不易

侯孝賢斥胡說魏德聖批格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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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屆台灣金馬獎日前揭曉，由
於大陸及香港電影獲獎多於台灣電影，
一些民進黨立委竟妄言停辦金馬獎。台
灣電影界人士對此群情激憤，著名導演
侯孝賢痛斥民進黨人士的言論是 「一堆
胡說」 ，為了政治目的去分解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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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
台灣金馬獎上周
六揭曉，23個獎
項中 「東道主」
台灣獲得 4 個獎
，風頭不及大陸

和香港電影。於是有民進黨立委揚言
「台灣電影得獎太少，金馬獎應停辦」

，更有人質疑 「金馬獎是為大陸而辦的
」。此言一出，社會嘩然。島內電影界
更發起 「金馬保衛戰」，批評政客不要
貽笑大方。政界與文化界罕見地為 「金
馬獎之廢存」掀起論戰，成為甫落幕的
第49屆金馬獎最轟動的新聞。

台灣電影金馬獎與香港電影金像獎
、大陸電影金雞獎並稱中國電影界三大
獎項。其中金馬獎是兩岸三地歷史最悠
久的，創辦於 1962 年，當時主要是為了
促進台灣地區電影製作事業和表揚對中
華電影文化有傑出貢獻的電影人。由於
兩岸曾長期處於隔絕狀態，因此有很長
一段時間，多是台灣電影和香港電影參
加評獎。但隨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兩
岸打破 「老死不相往來」的藩籬，逐步
展開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後，九十
年代也開始有大陸電影進軍金馬獎。自
此兩岸三地的電影精品同台競爭、百花
齊放，也使金馬獎更具有知名度和權威
性。

金馬獎對兩岸三地的電影人已不僅
僅是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獎項，更是一
個難得的交流平台。多年來兩岸三地的
電影人在金馬獎影展互相學習、取長補
短，也合作拍了不少讓人嘆為觀止的大
片。《卧虎藏龍》2001 年勇奪奧斯卡最
佳外語片等四個獎項，揚威國際，就是
兩岸三地電影人齊心合作的結晶。金馬
獎不僅是電影人努力追求的藝術成就，
在坊間亦頗有聲望。每逢頒獎典禮，無
法赴現場一睹盛事的觀眾都會準時地坐
在電視機前，興奮激動地等待自己心儀
的電影和明星是否奪得大獎。如此深入

人心的電影獎項豈可輕易言廢？
凡是比賽、評獎，總有輸贏。縱觀歷屆金馬獎頒

獎典禮，有時是台灣電影獨領風騷，有時是香港電影
一枝獨秀，有時是大陸電影橫掃千軍。前幾年台灣電
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那些年我們一
起追的女孩》就在金馬獎上大放異彩，今年台灣電影
界的成績亦不俗，奪得最佳新導演、最佳女主角、觀
眾票選最佳電影等大獎。其實，不論哪一方獲獎，都
代表着中國電影的進步，彼此應互相鼓勵、再接再厲
。那些叫囂 「停辦金馬獎」的厥言只能暴露其狹隘和
短淺的地方保護主義。藝術不是政治，沒有國界之分
，從來沒有聽說奧斯卡獎一定要頒給美國電影，柏林
影展一定要頒獎給德國電影，康城影展一定要頒獎給
法國電影。民進黨立委企圖用政治上那套封鎖閉塞
的邏輯和心態 「指揮」電影界，誣衊金馬獎，既荒
謬又幼稚。

俗話說 「公道自在人心」， 「廢金馬」的
言論在島內激起眾怒，受到各界抨擊。那
些口出狂言的人最終會淹沒在人們的批
評聲浪中。

瀾瀾觀觀
隔海

新聞資料

【本報訊】新華社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本屆金
馬獎揭曉後，曾在高雄市政府新聞處長任內舉辦過
金馬獎的民進黨立委管碧玲稱，現在的金馬獎 「只
會讓台灣電影業失去自我、喪失獨特性，淪陷在中
國的漩渦中。要鼓勵台灣電影業，應該停辦金馬獎
，成立新的影展」。曾任主管電影事務的台灣新聞
局長的民進黨立委林佳龍則稱，自己憂心台灣電影
「依附在中國影業下，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多位台灣電影人 26 日出席台北華山電影館開
幕茶會時對此予以駁斥。演員出身的電影製作人李
烈說： 「有人說要取消金馬，那很多比賽要取消，
馬拉松比賽都是肯尼亞選手得嘛！」

針對親綠電子媒體 「有人放話說金馬獎是替大
陸辦的」的說法，侯孝賢氣憤地說： 「胡說！一堆
胡說！那些人根本搞不清楚狀況，電影不是你們隨
便說說就行，電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懂嗎？不要
為了政治目的，一天到晚在胡說，你去分解、撕裂
這個有什麼意思？沒有意義。」

侯孝賢說，金馬獎由評審口味主導， 「是很公
開、公平的」。自己常與一些年輕電影工作者接觸
，大家都對台灣影片的現況與困境心知肚明，這個
結果（本屆金馬獎）並不見得讓人太意外或灰心。
台灣電影這兩年在商業上復蘇，但電影獎是比較藝
術成就，片子拍得夠出色才能和別人競爭，這還需
要時間，而且拍電影也不應光為拿獎。

另一位知名導演朱延平在社交網站上表達了自
己的憤慨： 「憋了一天，實在憋不住。」他質疑管
碧玲從來不看台灣電影： 「保證拿 10 張台灣新導
演的照片讓她認，一個也認不出來。」

龍應台讚金馬獎「大義滅親」
去年以《賽德克．巴萊》拿下金馬獎7項大獎

的台灣導演魏德聖對本屆金馬獎如是評價： 「我們
做得不錯，但別人比我們更厲害。」 「復選和決選
的評審很多是台灣導演，我相信他們一定很掙扎，
還是選擇公平。」對於 「廢金馬」或 「轉型為純台
灣電影展」的說法，他說： 「這樣格局只會越走越
小。」

台灣當局文化部門負責人龍應台也表示，金馬
獎在藝術上追求卓越，就是因為能 「大義滅親」，
樹立專業、權威，應給予金馬獎評審掌聲。金馬獎
是最能代表台灣的招牌之一，不能停辦，盼望社會
各界給台灣電影人一些時間，好電影要慢慢拍。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 27 日消息：導演李安新作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大陸奪得票房佳績，台旅會趁機
向大陸民眾宣傳《少》片拍攝所在地的台北市立動物園、
墾丁等景點。

《少》片（Life of Pi）22 日在大陸上映，近 1 周來
票房表現頗佳，至25日即已累計突破人民幣1億元（約新
台幣4.8億元），高居院線第1。其中，北京、上海、廣州
等地都有戲院加開場次及映廳，因應觀影人潮。

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表
示，根據媒體報道，《少》片開場出現的狐猴、犀牛、花
豹與黑熊，都在台北市立動物園內拍攝；而主角 「Pi」在
海上漂流的場景，則在台中水湳經貿園區內設置人工造浪
水池拍攝。

在片中， 「Pi」在漂流期間曾抵達一座長滿怪樹的神
秘浮島，則是在墾丁白榕園取景；最後， 「Pi」漂流到的
「墨西哥海灘」，也是在墾丁海灘拍攝。

楊瑞宗說，有鑑於《少》片在大陸熱映，加上即將進
入耶誕、跨年、春節檔期的旅遊旺季，台旅會特別藉機宣
傳台北市立動物園及周邊的貓空纜車、貓空茶園。而這些
台北近郊景點除跟團外，更適合自由行。

他指出，墾丁是台灣的知名景點之一，水陸休閒資源
豐富，舉凡衝浪、浮潛、水上摩托車、單車、生態遊，加
上周邊的海洋博物館，都是值得陸客 「慢遊」的地方。

李安《少》片台灣取景
台旅會大陸推銷觀光【本報訊】據

聯合報 27 日報道，
金馬獎是一九六二
年由台灣新聞局開

始舉辦，首屆由香港電影《星星月亮太陽》勇奪最
佳影片、女主角等多項大獎，《楊貴妃》、《千嬌
百媚》在技術項目出風頭，《手槍》拿走最佳男主
角，十三項獎中台灣電影只拿下兩項，從一開始就
沒有獨厚台灣影片，宗旨延續至今。

金馬獎在九○年代中期開放大陸影片加入角逐
，成為首座提供華人地區所有影片和工作者同台競
技的平台，崇高地位由此而來，後繼者難以取代。

大陸金雞獎在金馬獎創立後二十年的一九八一
年創設，由專家組織評選產生得獎者，注重片子的
藝術成就。金雞和百花一個是專家評選，一個是影
迷投票，前者因此較有專業地位。雙獎早年都只有
大陸影片可以參加，百花獎一九九四年起連續三年
增設 「最佳合拍片」，香港和內地合拍的電影第一
次可以參賽。二○○五年開始合併為金雞百花電影
節，金雞與百花成為單、雙數年輪流舉辦的電影獎
，今年則輪到百花獎，也開始開放港台影人報名。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晚誕生，一九八二年開始第
一屆。因為香港本身的特殊情勢，兩岸三地影人最
早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都可能入圍，不過影片還是以
港片佔絕大多數。

金馬獎歷史悠久

今年金馬獎兩岸三地獲獎概況
大陸電影

《神探亨特張》
《殺生》
《浮城謎事》

香港電影

《奪命金》

《低俗喜劇》

台灣電影

《女朋友男朋友》

《逆光飛翔》

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攝影和最佳剪輯
獲得最佳女配角（梁靜）
最佳新演員（齊溪）

拿下最佳男主角（劉青雲）、最佳導演（杜
琪峯）以及最佳原創劇本
奪得最佳男配角（鄭中基）

奪得最佳女主角（桂綸鎂）、觀眾票選最
佳影片
奪得最佳新導演（張榮吉）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二十七日消息：
「『九二共識』的緣起是兩岸授權民間團體事務性

協商開啟後，需要雙方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共識。通
過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多次磋商，最終形成了雙方
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
原則』的共識，後來被稱為 『九二共識』。」唐樹
備表示。

今年81歲的唐樹備於1991年12月出任海協會常
務副會長，是兩岸達成 「九二共識」的全程親歷者
。在不久前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舉辦的紀念
「九二共識」2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他這樣回憶

說。
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在香港舉行會談，會談後又通過數次函電往來，在
兩岸主管機關和兩會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形成了各
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
則」的共識，2000年4月被時任台灣當局兩岸事務主
管部門陸委會主委的蘇起稱為 「九二共識」。

體現中國人政治智慧
「『九二共識』的形成體現了兩岸中國人高度

的政治智慧，達成共識的方式也是雙方在處理兩岸
問題過程中所進行的一次重要政治創新。 『九二共
識』為兩岸交流與接觸、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提供了明確的政治基礎，開闢了兩岸制度化協商的
新時代。」唐樹備說。 「九二共識」達成後，兩
會領導人於 1993 年 4 月在新加坡舉行了 「汪辜會
談」。

往來函電是重要依據
在北京聯大台研院的研討會上，曾任海基會副

董事長兼秘書長的邱進益與曾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的
李慶平說，當時海基會基於台灣當局正式作出的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於1992年10月底

與海協會在香港進行協商，後續有函電往來。這些
函電就是雙方達成 「九二共識」的重要依據。

現任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時任陸委會副主委
，是 「九二共識」達成的台方操盤者之一。本月9日
他在台北舉行的紀念 「九二共識」20 周年學術研討
會上發言時說： 「『九二共識』的出現不是口頭的
，不是憑空的，是白紙黑字，是函電往來…… 『九
二共識』不應該是一個政治符號，而是一個歷史事
實。」他指出， 「九二共識」代表的就是兩岸擱置
爭議、正視現實的精神，以及務實解決兩岸問題的
態度。它促成了 「汪辜會談」，為後來兩會制度性
協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十七日消息：多位台灣學者
27 日在台北表示，大陸對台政策展現自信與創新，兩岸應
加強互信、順勢而為。

在當日舉行的 「新形勢下之亞太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
研討會上，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表示，過去
四年，兩岸關係大幅改善，取得一系列積極成果。而兩岸互
動，重在 「通心」。隨着大環境的變化，雙方今後應深化
「九二共識」，延伸 「九二共識」的意義，進一步發揮其功

能作用，鞏固基礎、增強互信。
趙春山說，他特別注意到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有一句話：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
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昨（26）日，中台辦、國
台辦主任王毅在北京舉行的 「九二共識」20 周年研討會上
，就 「合情」、 「合理」作了解釋。這說明大陸方面與時俱
進，越來越有一些新的想法。明確了統一之前的兩岸政治關
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趙春山持 「審慎樂觀」態度。他
並提出政策加力以導引民意、兩岸多一些換位思考、平衡理
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等三點意見。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認為，與大陸深化改
革開放相脗合，兩岸關係從量變到質變，到了必須飛躍的一
個新階段，兩岸雙方都應做好政治互動、政治接觸的準備。
這對於台灣，更為重要。

學者：陸對台政策展自信創新

▲原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左）與台灣前海基會
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都是 「九二共識」 的親
歷者 資料圖片

◀對於這屆金馬獎
台灣電影得獎狀況
不如預期，島內文
化部長龍應台（中）
日前表示，金馬獎
專業權威，能 「大
義滅親」 ，是台灣
的寶貝 中央社

▼香港演員劉青雲
（左）奪得本屆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獎
，台灣演員桂綸鎂
（右）則奪得最佳
女主角獎 資料圖片

▲大陸電影《神
探亨特張》奪得
最佳劇情片，
導演高群書高
舉獎座

資料圖片

▶李安3D電影
《少年PI 的奇
幻漂流》，片
中製造船難海
景的造浪池，
20日首度在台
中水湳經貿園
區開放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