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名導反削福利電影奪金棕櫚獎

法國康城影展前日閉幕，79歲的英國左翼名導堅盧治(Ken Loach)，

憑描述英國低下階層生活、反對削減福利的電影《I, Daniel Blake》，

以黑馬姿態勇奪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第二度獲此殊榮。堅盧治發表得

獎感受時，狠批歐洲多國近年推行緊縮政策，使數以億計人民面臨絕

境，警告極右政治勢力可能趁機冒起。

20162016年年55月月242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19 國 際 新 聞■責任編輯：林輔賢

堅
盧
治
轟
緊
縮

警
告
極
右
冒
起

電影《I, Daniel Blake》講述英國木
匠布萊克因心臟病無法繼續工

作，只能靠政府醫療津貼度日，他嘗
試求職改善生活，卻因領取福利飽受
歧視。他後來結識一名單親媽媽，她
因政府救濟中心關閉，與兩名小孩饑
寒交迫。

緊縮貧者愈貧 撐英留歐
電影探討英國政府削減福利，政府

部門作風官僚、不近人情，弱勢社群
生活困苦，尊嚴蕩然無存，亦提到歐
洲各地推行緊縮政策，加上失業率高
企，人們漸趨絕望。電影製作人員亦
訪問福利部門的工作人員，發現當局
為發放的物資數量設有限額。
堅盧治批評歐盟受新自由主義影響

厲行緊縮，導致希臘、西班牙等地數
以百萬人民艱難度日，財富則集中在
極少數人身上。他又不滿英國貴為全
球第五富裕的國家，卻仍有人因食物
銀行關閉而捱餓，最有需要幫助的人

更被指是咎由自取。
堅盧治警告歐洲極右思潮正在擴

張，假如英國真的脫離歐盟，當地亦
可能出現極右政府。他形容現時是危
險關頭，英國應該留在歐盟，再與歐
洲各地的左翼合作，改變歐盟現狀。

亞洲包攬男女演員獎
其他獎項方面，來自亞洲的電影分別

奪得 3個主要獎項，其中伊朗電影
《The Salesman》連下兩城，以最佳劇
本及最佳男演員獎成為大贏家，菲律賓
女演員Jaclyn Jose則憑在《Ma' Rosa》
的精湛演出，勇奪最佳女演員獎。
德 國 導 演 Maren Ade 的 《Toni

Erdmann》和美國導演占渣木殊的
《Paterson》雖被視為賽前大熱，但雙
雙失落大獎。有「康城金童」之稱的加
拿大年輕導演薩維杜蘭，新作《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雖然口碑
一般，但仍獲格蘭披治大獎，令他上台
領獎時都不禁哽咽。 ■美聯社/法新社

下個月便滿80歲的堅盧治，曾19次入圍康城
影展各獎項，2006年憑講述愛爾蘭獨立戰爭的
《風吹麥動》首次獲得金棕櫚獎，今次則是第
二次得獎。堅盧治前年拍畢《翩翩愛自由》
後，曾表示因壓力太大計劃退休，但其後片癮
再起，重執導演筒，沒料到奪得大獎，難怪他
得獎時坦言感到意外。

擅拍工人生活題材
堅盧治出身草根家庭，父母分別是電器技工
及裁縫，他長大後在空軍服役，其後於牛津大

學修讀法律，培養對表演藝術的興趣，畢業後
到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拍攝多個充滿左翼
色彩的節目。
工人生活是堅盧治電影的重要題材，例如
2000年的《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以洛
杉磯酒店清潔工人為主題，翌年的《鐵路之
歌》(The Navigator)則講述鐵路工人在私有化浪
潮下的困境。他承認電影對現實的影響有限，
但期望藉它們呈現真實世界。堅盧治在獲獎
後，直言隨着年事已高，自己已無所求，「看
見太陽照常升起，已感到很滿足」。 ■法新社

2006年首奪金棕櫚 2年前想退休

康城影展主要得獎名單
金棕櫚獎

《I, Daniel Blake》(英國，導演：堅盧治)

格蘭披治大獎
《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

(加拿大，導演：薩維杜蘭)

評審團獎
《American Honey》

(英國，導演：安芝亞雅萊)

最佳導演(雙冠軍)
基斯安文橋《Graduation》(羅馬尼亞)

奧利華阿薩耶斯《Personal Shopper》(法國)

最佳男演員
Shahab Hosseini《The Salesman》(伊朗)

最佳女演員
Jaclyn Jose《Ma' Rosa》(菲律賓)

最佳劇本
Asghar Farhadi《The Salesman》(伊朗)

最佳短片獎
《Timecode》(西班牙)

金攝影機獎
《Divines》(法國)

法新社

今年康城影展不乏爆冷
賽果，菲律賓女星 Jaclyn
Jose 在電影《Ma' Rosa》
中，演活受警員貪污所害的
窮媽媽，贏得評判青睞，成
為菲律賓首名康城影后。
現年52歲的 Jaclyn Jose

是菲美混血兒，年輕時憑出
眾外表走紅，主要拍攝電視
劇，但亦有演出電影，30
年來獲獎無數，在當
地家傳戶曉。
Jaclyn Jose在電

影《Ma' Rosa》
中飾演一名糖果
店老闆娘，為家人
生計兼任毒品
「拆家」，
後來被警察
拘捕。她
形容這角
色講求平
實，甚至不
能化妝，形
容「感到最
難就是不要
去 『 演 』
戲」，期望
能讓世人了
解到菲律賓
人的貧窮苦
況。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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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16年Billboard音樂頒獎禮前晚舉行，樂壇近來屢傳噩耗，包括曾叱吒
一時的美國樂壇「王子」Prince上月猝逝，令頒獎禮添上幾分哀愁。Prince舊
愛、樂壇大姐大麥當娜當晚穿上Prince的經典紫色西裝，與殿堂級音樂人Stevie
Wonder合唱Prince名曲《Purple Rain》，並帶領全場觀眾揮動紫光手帶，向這

位樂壇傳奇致敬。

Celine Dion獲子頒終身成就獎
前晚頒獎禮另一焦點是加拿大樂壇天后Celine

Dion在1月喪夫後，首次在電視直播節目演出。
她當晚獻唱皇后樂隊名曲《The Show Must Go
On》，似是為自己打氣，更獲大會安排由兒子頒

贈終身成就獎，令她感觸落淚。
獎項方面，英國樂壇天后Adele獲
最佳女歌手殊榮，其專輯《25》也獲
最佳Billboard 200榜專輯獎，但她因
為正在巡迴演唱無法親臨領獎，只透
過視像致謝，並首次發佈新曲《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MV；最佳男歌手則由加拿大小天王
Justin Bieber獲得。同樣來自加拿大的
26歲歌手The Weeknd共獲得7個獎，
成為最大贏家，他領獎時表示會把獎項
獻給Prince。 ■路透社/美聯社

Billboard頒獎禮
娜姐《Purple Rain》致敬Prince

奧地利總統選舉結果揭盅，以獨立身
份參選、立場親歐的政壇老將范德貝倫
獲得 50.3%選票，以 0.6 個百分點之
微、相當於只有3萬票的些微優勢，險
勝主打民粹主義的極右自由黨候選人霍
費爾，當選新一任奧地利總統。霍費爾
已透過facebook承認落敗，感謝選民支
持，又形容今天的努力是對未來的投

資。

靠郵寄選票險勝右翼對手
次輪投票戰況異常激烈，霍費爾得票

率一度領先范德貝倫近4個百分點，但
在計入接近70萬張郵寄選票後，范德貝
倫成功反超前。奧地利內政部表示，在
大約460萬張有效選票中，兩人僅相差

31,026票。
根據奧地利憲法，總統一職屬禮儀性

質，但擁有解散內閣的權力，故有一定
政治影響力。分析指，雖然奧地利未有
歷史性出現二戰後首位極右國家領袖，
但已打破二戰後中間政黨壟斷政壇的局
面，在奧地利政治發展史上有重要意
義。

有分析認為，今次選舉反映奧地利因
難民問題和對歐盟的態度而陷入分裂。
本身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斯洛伐克外長
萊恰克形容，選民對「傳統政黨」感到
不滿，造就極右民粹主義的興起，認為
各方是時候作出反思。

■《衛報》/
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

奧地利大選
親歐范德貝倫當選總統

法國政府強行通過新勞工法觸發連串示威，
大批工人周末開始，封鎖全國部分儲油庫及煉
油廠的對外通路，導致汽油供應大受打擊。截
至昨日，全法1.2萬個加油站中，約1,500個已
經用完或接近用完汽油。工會警告將行動升
級，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勞工法。
法國石油企業Total表示，旗下5家煉油廠因
為工潮停止運作，主要競爭對力埃克森美孚則
指，旗下兩個煉油廠生產不受影響，但因道路
被封鎖無法運出。汽油短缺消息傳出後，不少
司機紛紛湧向加油站，為汽車預先注滿汽油。
部分加油站設置加油上限。 ■美聯社/路透社

埃航客機失事原因仍未有定論，法國電視台M6前日引
述消息指，客機墜毀前，主機師舒凱爾曾與開羅航空管制
員進行數分鐘通話，提及機艙冒煙，要求把飛機急降，令
機艙減壓，從而清除濃煙。電視台形容，有關要求等同
「求救訊號」，但埃航否認報道。

土機師稱見不明飛行物
希臘國防部長卡門諾斯早前曾指，客機失蹤前一刻，曾

向左轉90度，再向右轉360度，飛行高度亦從3.7萬呎突然
急降至1.5萬呎。
另外，兩名土耳其航空機師聲稱，埃航客機失事前一小
時，他們駕駛飛機由土耳其城市博德魯姆飛往伊斯坦布爾

期間，於1.7萬呎高空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並且有綠色
光線穿越他們駕駛的飛機。說法未經證實，但已令埃航客
機失事原因再添新謎團，早前更有埃及媒體指，客機於以
色列空軍舉行軍演期間墜毀。 ■《每日郵報》

傳埃航曾要求急降清濃煙 工人封煉油廠通道 法汽油短缺

■■范德貝倫范德貝倫((右右))以以33萬票的萬票的
些微優勢勝選些微優勢勝選。。 法新社法新社

■■堅盧治繼堅盧治繼20062006年後年後，，再再
次奪得金棕櫚獎次奪得金棕櫚獎。。 路透社路透社

■■《《I, Daniel BlakeI, Daniel Blake》》描述英國描述英國
低下階層困苦生活低下階層困苦生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堅盧治堅盧治((右右))打消退休念頭打消退休念頭，，拍拍《《I, DanielI, Daniel
BlakeBlake》》取得佳績取得佳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Jaclyn JoseJaclyn Jose

■■麥當娜穿麥當娜穿紫紫
衣衣，，向向 PrincePrince
致敬致敬。。美聯社美聯社

■法國軍方繼
續在海域上空
搜索。法新社

■■法國工人在馬路焚燒車胎法國工人在馬路焚燒車胎，，封封
鎖煉油廠通道鎖煉油廠通道。。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