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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谷静

在 3 月 12 日举行的第 95 届奥斯卡金

像奖颁奖典礼上，《瞬息全宇宙》以七项奥

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

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剪辑和三项表演奖

——结束了其胜利的颁奖季。

这部多元宇宙喜剧片显然反映了更

年轻、更国际化的学院投票的品味，成为

自 2013年《地心引力》以来第一部获得七

项奥斯卡奖的电影；自2012年《艺术家》以

来，第一部获得四个以上奖项的最佳影片

获得者。

除了关家永和丹尼尔·谢纳特获得了

导演和原创剧本的奖项——这部热门独

立影片还获得了三项表演奖：杨紫琼获最

佳女主角奖、杰米·李·柯蒂斯获最佳女配

角奖、关继威获男配角奖。

这一成功也让《瞬息全宇宙》的制片

公司和美国发行公司A24公司度过了一个

重要的夜晚，他们的电影最终获得了九项

奥斯卡奖，其中包括《鲸》的两项——布

兰登·费舍的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化妆和

发型设计奖。

《西线无战事》以九项提名和在英国学

院奖中的强势表现进入奥斯卡颁奖典礼，

并获得四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广受期待

的最佳国际影片奖。这部德国战争史诗片

的投资方网飞在当晚斩获五项大奖。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在其所有九

项提名中均未获得成功，这与它在英国学

院奖上获得四项奖项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获得多项提名的其他影片中，《壮

志凌云：独行侠》、《黑豹2》、《阿凡达：水之

道》和《女声》都只获得一项奥斯卡奖。

在一个有许多预期获奖者的晚上，当

布兰登·费舍赢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时，《鲸》获得了一个惊喜时刻，《猫王》的

主演奥斯汀·巴特勒在上个月赢得了英国

学院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在电影演员协会颁奖典礼上大放异

彩后，杨紫琼成为最佳女主角的可能性更

大了，这让早期最受欢迎的凯特·布兰切

特（另一位英国学院奖获奖者）无法凭借

《塔尔》第三次获得奥斯卡奖。杨紫琼成

为第一位在该类别中获奖的亚洲女性和

第二位有色人种女性。

在动画长片类别中，网飞的《吉尔莫·
德尔·托罗的匹诺曹》在当晚的预测中就

胜算很大，获奖并不意外；而丹尼尔·罗赫

(Daniel Roher) 的《纳瓦尔尼》（Navalny）则

赢得了 CNN 影业的首个奥斯卡最佳纪录

片奖。

在一大批英国提名者中，詹姆斯·弗

林德（James Friend）凭借《西线无战事》赢

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而查理·麦凯

西（Charlie Mackesy）和马修·弗洛伊德

（Matthew Freud）则凭借动画短片《男孩、鼹

鼠、狐狸和马》（The Boy, the Mole, the Fox
and the Horse）获得了小金人 。

在众多获得提名的爱尔兰人中，只有

汤姆·伯克利（Tom Berkeley）和罗斯·怀特

（Ross White）凭借真人短片《爱尔兰式告

别》（An Irish Goodbye）赢得奥斯卡奖。

印度电影人在聚光灯下有两个时刻，

《RRR》的歌曲“Naatu Naatu”赢得了最佳歌

曲奖；而Kartiki Gonsalves和Guneet Monga
凭 借《 小 象 守 护 者 》（The Elephant
Whisperers）赢得了最佳纪录短片奖。

2023 年的奥斯卡颁奖礼在好莱坞的

杜比剧院 (Dolby Theater) 举行，尽管比计

划的 3小时转播时间超出了 30多分钟，但

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颁奖礼开始时，主持人金梅尔似乎从

一架《壮志凌云》里的喷气式飞机上跳伞

进入剧院，真正的美国海军喷气式飞机在

好莱坞大道上空飞过。

当 晚 颁 奖 礼 还 包 括 了 最 佳 歌 曲

“Naatu Naatu”的生动演绎，以及原本预计

将缺席此次活动的Lady Gaga出人意料地

表演了她获得提名的《壮志凌云2》里的歌

曲“Hold My Hand”。

《瞬息全宇宙》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

◎第95届奥斯卡完整获奖名单

▶ 最佳影片：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 最佳导演：

关家永（Daniel Kwan）、丹尼尔·施纳特（Daniel Scheinert）

《瞬息全宇宙》

▶ 最佳原创剧本：

关家永、丹尼尔·施纳特《瞬息全宇宙》

▶ 最佳改编剧本：

萨拉·波莉（Sarah Polley）《女人们的谈话》（Women Talking）

▶ 最佳男主角：

布兰登·费舍（Brendan Fraser）《鲸》（The Whale）

▶ 最佳女主角：

杨紫琼（Michelle Yeoh）《瞬息全宇宙》

▶ 最佳男配角奖：

关继威（Ke Huy Quan）《瞬息全宇宙》

▶ 最佳女配角奖：

杰米·李·柯蒂斯（Jamie Lee Curtis）《瞬息全宇宙》

▶ 最佳国际影片：

《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德国

▶ 最佳摄影：

詹姆斯·弗林德（James Friend）《西线无战事》

▶ 最佳剪辑：

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瞬息全宇宙》

▶ 最佳艺术指导：

克里斯钦·M·戈贝克（Christian M. Goldbeck）、厄妮丝汀·
西珀（Ernestine Hipper）

《西线无战事》

▶ 最佳服装设计：

露丝·卡特（Ruth Carter）《黑豹2》（Black Panther: Wakanda

Forever）

▶ 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

茱蒂·陈（Judy Chin）、安·玛莉·布莱德利（Anne Marie

Bradley）《鲸》

▶ 最佳视觉效果：

乔·勒特利（Joe Letteri）、李察·贝恩汉（Richard Baneham）、

艾瑞克·山顿（Eric Saindon）、丹尼尔·贝瑞特（Daniel Barrett）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 最佳音效：

马克·韦恩加滕（Mark Weingarten）、詹姆斯·M·梅瑟

（James H. Mather）、艾尔·尼尔森（Al Nelson）、克里斯·伯登

（Chris Burdon）、马克·泰勒（Mark Taylor）

《壮志凌云2：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

▶ 最佳原创配乐：

沃克·柏托曼（Volker Bertelmann）《西线无战事》

▶ 最佳原创歌曲：

“Naatu Naatu”，《RRR》

▶ 最佳纪录长片：

《纳瓦尔尼》（Navalny）

▶ 最佳纪录短片：

《小象守护者》（The Elephant Whisperers）

▶ 最佳动画长片：

《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Guillermo del Toro’s Pinocchio）

▶ 最佳真人短片：

《爱尔兰式告别》（An Irish Goodbye）

▶ 最佳动画短片：

《男孩、鼹鼠、狐狸和马》（The Boy, the Mole, the Fox and

the Horse）

▶ 终身成就奖：

尤占·帕尔西（Euzhan Palcy）

戴安·沃伦（Diane Warren）

彼得·威尔（Peter Weir）

▶ 吉恩·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

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 J. Fox）

《瞬息全宇宙》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杨紫琼获最佳女主角奖 《RRR》的“Naatu Naatu”获最佳原创歌曲奖

《西线无战事》获最佳国际影片奖《阿凡达：水之道》获最佳视觉效果奖布伦丹·费舍凭借《鲸》获最佳男演员奖

关家永、丹尼尔·施纳特凭借《瞬息全宇宙》
获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奖

杰米·李·柯蒂斯凭借《瞬息全宇宙》获最佳女配角奖 詹姆斯·弗林德凭借《西
线无战事》获最佳摄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