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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散尽！影视圈集体避“温”
美英两大电影学会与温斯坦划清界限 不少董事会成员离职，公司欲更名
揭底：可左右艺人命运，骚扰的女性或“30个都不止”
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性骚扰丑闻持续发酵。 在越来越多女星站出来指控温斯坦、
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自称毫不知情的同时， 美国和英国两大电影学会也开始与这名昔日的电影大亨
划清界限。

暂停会员身份
11日，英国电影和电视
艺术学院（BAFTA）决定暂
停温斯坦的会员身份。
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
学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
声明称：“鉴于近来 （对哈
维·温斯坦） 的严重指控，
学院已 告 知哈 维·温 斯 坦
将暂停 他 的会 员身 份 ，该
决定立即生效。”
声明称：“尽管温斯坦
曾支持 学 院的 慈善 工 作，
但学院认为（温斯坦）被曝
光的行 为 完全 无法 接 受，
且与学 院 价值 观不 符 。因
此， 学院决定暂停温斯坦
的会员身份……我们希望
这一公告能清晰传达出
‘这种 行为 在 我们 的行业
里绝对不能容忍’ 的信
息。”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
道，温斯坦的名字也已从英
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纽
约机构的理事名单中移除。

影响
被解职、生意泡汤
尽管温斯坦本人已被解职，
但他与胞弟共同创办的温斯坦
公司依然受到丑闻牵连。
据美联社报道，温斯坦公司
为亚马逊金牌会员服务制作的
两个高端项目可能要泡汤。亚马
逊娱乐通讯业务主管克雷格·伯
曼11日表示，正在重新评估与温
斯坦公司合作的两个项目。一个
是由《广告狂人》的导演马修·韦

骚扰过的女性或“30个都不止”
旅居纽约的华人作家陈九
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哈
维·温斯坦和鲍勃·温斯坦兄弟
堪称美国电影界奇人。他们在好
莱坞创造传奇的背后，是好莱坞
电影行业与美国政治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一性侵丑闻长时间被
“捂”得严严实实，恰恰折射美国
演艺界光鲜背后的“暗污”。

将采取行动
紧随英国电影人脚
步， 负责组织评审奥斯卡
奖的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
学会11日也宣布， 将于14
日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对
温斯坦的相关指控。
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
在一份声明里称：“学会认
为，针对哈维·温斯坦的指
控所描述的行为令人厌
恶、作呕，与学会的高标准
及其代表的创意社区正相
反。”
“学会委员会成员将于
10月14日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对温斯坦的指控，并确
认学会将采取的行动。”
按英国广播公司说
法， 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
学会共向温斯坦创办的米
拉麦克斯影片公司和温斯
坦公司发放81座小金人。
■据新华社

纳创作并执导的电视剧集 《罗曼
诺夫家族》。另一个是由曾获奥斯
卡奖提名的戴维·O·拉塞尔制
作、 罗伯特·德尼罗和朱莉安·摩
尔主演的剧集（名称尚未确定）。
此外，丑闻爆发后，已有不
少董事会成员选择从温斯坦公
司离职， 眼下该公司仅剩4名董
事会成员。报道称，温斯坦公司
正积极寻求更名。

揭底

充满政治的圈子。包括奥斯卡奖
的颁发在内， 都有其政治背景。
此次温斯坦丑闻东窗事发后，美
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前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大
佬发表的声明都只是“摆摆样
子”， 因为他们都得过温斯坦的
政治捐款。

可左右艺人命运
好莱坞是个
充满政治的圈子
温斯坦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
裔家庭， 兄弟二人从小就有电影
梦， 年轻时就从事推销音乐会门
票等娱乐行业活动。陈九说，短短
10年间， 兄弟俩就制作出奥斯卡
奖最佳影片《英国病人》，
“让业内
人士惊为天人”。
分析背后原因，陈九认为，温
斯坦兄弟能取得成功的一大优势
是犹太血统，而且他们人脉广，善
于与政界交往、结交政治领袖。与
民主党政治人物的密切关系成为
两人的制胜法宝。
陈九指出， 温斯坦制作的不
少纪录片都成为美国民主党宣传
政治理念的工具。
“在积极配合政
治的同时，政治也积极支持他们，
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制片机会。可
以说， 他们是政治与艺术密切结
合的典范。”陈九说。
陈九甚至认为，好莱坞是个

与政界的关系也让温斯坦
有机会在好莱坞呼风唤雨，甚至
左右艺人的命运。陈九说：“在这
种形势下，女演员的命运控制在
他们手里，肉体作为命运的附属
物， 当然也控制在他们手里。”
“以肉体换机会” 的女性长期以
来缄口不言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怕得罪他们”。
陈九认为，曾被温斯坦骚扰
过的女性可能“30个都不止”。此
次丑闻在时隔近30年后突然大
规模爆发，似乎也能被看做那些
女性的一次复仇，“一切都是刚
刚开始。”他说。
接受采访时陈九还指出，其
实在美国国内，好莱坞光环早已暗
弱，人们注意到，好莱坞的
“
电影越
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脱离社会
生活， 美国人不认为他们在进步，
而是相反”。 一些演艺人员缺少修
为，在美国，好莱坞甚至是滥交、吸
毒等不健康文化的象征。

美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国国务院12日宣布，美国
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
据相关条款， 美国的退出将于
2018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
美国务院在当日发布的一
项声明中称， 美国决定退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考虑包
括不断增加的欠费、 机构需要
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
以色列的持续偏见”的关切。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
声明中说， 美方作出这一决定
“并不轻松”。 美国当日已告知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
科娃这一决定， 并将寻求以永

久观察员国身份继续参与教科
文组织的各项重大事件。
博科娃对美国退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决定
“
深表遗憾”。
2011年10月底，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大会投票通过关于巴
勒斯坦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该组
织的提案， 美国和以色列对此
表示不满， 两国随后停止缴纳
会费。因拖欠巨额会费，教科文
组织 在2013年 11月 宣布 美国
已失去在该组织内的投票权。
截至失去投票权时， 美国已累
计拖欠会费2.2亿美元，令该组
织面临严重财政困难。

章莹颖案再度开庭 嫌犯拒不认罪

章母庭上哭喊“还我女儿”
美国检方近日对涉嫌绑架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被告人
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提出新指控
后，11日法庭再次开庭， 克里斯
滕森仍然拒不认罪。
当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
地区联邦法院法官埃里克·朗向
嫌犯宣读了新起诉书追加的三
项罪名：一项绑架致死、两项虚假
陈述，并向嫌犯说明如果定罪他
可能面临的刑罚。嫌犯的公设辩
护律师代表嫌犯说不认罪。
当28岁的克里斯滕森进入
法庭坐定， 坐在旁听席的章莹
颖的母亲再也忍不住悲伤，放
声大哭，不停地说“还我女儿”，
几次欲冲向嫌犯。 志愿者在开
庭前将其扶出了法庭。 身穿淡
绿色囚服的嫌犯坐在两名公设
辩护律师之间， 没有看受害者

家人一眼。 法官当庭宣布案件
预审日期为明年2月12日，审判
日为2月27日。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
助的华人律师王志东表示，检方
自信有充足的证据将嫌犯定罪。
王志东认为法官当天宣布
的预审和审判日期存在被延迟
的可能性。
【案情回顾】
现年26岁的章莹颖今年4月
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
恩分校学习，6月9日在坐上一辆
黑色轿车后失踪。 美国联邦调查
局30日逮捕克里斯滕森， 指控他
涉嫌绑架章莹颖。7月12日， 伊利
诺伊州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
诉克里斯滕森。20日，克里斯滕森
在法庭上首次开口，但拒绝认罪。

撕毁伊核协议？ 国际社会劝特朗普三思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将于本周之内宣布是否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据国会消
息人士透露， 时间可能定在13
日。特朗普自竞选总统以来就

频频威胁撕毁伊核协议。眼
下， 美国民主党以及包括英
国、法国等在内的国际社会成
员力劝美国不要“退群”。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