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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波
兰艺术圈 
中国行
2018年10月至12月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营造合作氛围

·艺术教育
·满足中国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为1,500万人提供大型跨学科教研活动
·为波兰和中国的艺术家及艺术教育机构提供合

作的机会
·艺术节期间举办:音乐会,电影展映、摄影展览,海

报展览、讲座,工作坊等。

关于波兰艺术圈中国行



北京  
成都
杭州 
上海
济南 
南京
深圳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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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使命与愿景
·展示青年艺术家的成就

- 让中国观众了解当代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代际对话
- 经验丰富的大师表演让青少年观众体验高水平艺术

·自由自在的艺术表达
- 艺术节组织者鼓励参与艺术家自由表达

·自由的艺术!
- 欢迎下至3岁、上至103岁的观众参与！

  不论学位！不论地位！

·互相激发灵感
- 艺术的感染性很强，能够团结世界各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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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第三届波兰艺术

圈中国行”艺术节将在北京正式开幕。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两个月，并在中国多

个城市开展各类艺术活动，包括：波兰

电影周、波兰游戏展、平面作品展、音

乐会、大师班、工作坊等。

 该艺术节被誉为中国境内规模

最大、影响最深的波兰文化活动。艺术

节主办方始终兢兢业业，使得每一届艺

术交流活动都有新亮点、新突破。

 “艺术圈”这三个字正代表着

多种类型的艺术形式。今年，“第三届

波兰艺术圈中国行”带来了多元化的波

兰电影：既有现当代的优秀作品，也有

影史经典作品；今年的“波兰电影周”

还包括纪录片和动画电影。通过主办

方的积极努力，今年艺术节电影周还带

来了两部在亚洲首映的波兰电影：帕

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执导的《冷战》

（与欧洲电影节合作展映），及历史故

事片《303中队》，电影周期间，电影主

演马切伊·扎科希切尔内将来到中国。

 2017年，艺术节举办的波兰游

戏展取得圆满成功，在此基础上，今年“

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将带来波兰

游戏产业所取得的新成就、新作品。游

戏制片人将亲临现场展示最新游戏产

品，游戏设计教授和专家将现场演示他

们的设计理念、技术操作和设计技巧。

 音乐会方面，世界知名钢琴家格

热高什·涅姆楚克将展开一系列巡演。

今年的艺术节同样带来了音乐新亮点，“

狂猎之歌”乐队将在中国进行首秀，现场

演奏波兰游戏公司CD Projekt的原声

配乐。顶尖的“艺术圈交响”乐队将在湖

南长沙进行爵色演奏；而长沙还将举办

波兰AMS海报博物馆的珍藏作品展。

今年，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将在多

个城市开展：北京、杭州、成都、上海、

济南、南京、深圳和长沙。届时，中国媒

体和地方媒体将着力报道此次艺术节，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和各领域的专家也会

参与此次艺术节。 

 “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

主视觉海报是由波兰知名海报设计师

塞巴斯蒂安·库比卡亲力打造，设计师

库比卡自首届艺术节开展以来，始终参

与艺术节的设计工作。

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艺术节
汇聚各类顶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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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N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NU)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1938年，位
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中国国家“211工
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
高校、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学校现有7个校区，占
地2700余亩，建筑面积119余万平方米。
主校区西偎麓山，东濒湘江，风光秀丽，是
全国绿化“400佳”单位之一 。

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中国电影历
史的宝库。其中提供电影放映和参考文
献。
 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58
年，具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自创办以来，
中国电影资料馆一直在收集着电影艺术
档案资料。收集的档案被分成两类，一类
包括电影资料，另一类包括书面材料（例

如脚本、台词、电影摘要等）、剧照和电
影海报。中国电影资料馆中最珍贵的材
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事件的纪
录片和早期年代的历史照片。中国电影
资料馆中还保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很多重要电影拷贝。波兰电影将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

CHINA FILM ARCHIVE



展览



INDIFFERENCE PROHIBITED. 

WARSAW AND OTHER 

SUBJECTS. EXHIBITION FROM 

THE AMS POSTER GALLERY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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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海报画廊成立于2004
年。这对波兰年轻的平面艺术家来说
是一个最具竞争力的公司。该公司是一
个非营利性机构，创立的主要目的在于
激发公众对户外广告的兴趣，推出精心
设计的海报，增加大家对广告界的认
知。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向大家
表明广告也可以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
促销的最好手段。
 组织海报设计项目的核心是
通过公开竞争，发现能反应社会和文化
问题的海报。在艺术院校的学生参加
海报设计的同时，从平面设计方面积
累经验。2015年，雷萨 · 德莱宾斯基

(Lex Drewinski)将人们普遍认知的莎士
比亚作品创作成了海报作品，为此赢得
海报比赛大奖。AMS海报画廊馆长亚努
什·古尔斯基(JanuszGórski)教授这样
评论道：
 在本届海报比赛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评审团所有成员一致
通过获奖作品的胜选人。 AMS海报
画廊竞赛策展人亚努什·古尔斯基
(JanuszGórski)：“毕马威海报比赛评审
团团长在宣读获胜者的名字时，引起全
场的欢呼。波兰平面设计师雷萨·德莱
宾斯基(Lex Drewinski)曾在柏林工作和
生活过，现在他是波兰什切青艺术学院



-

-

-

Maria Kurpik

-
-

的讲师。他得到此次比赛大奖，应该说
是实至名归，他不愧是波兰最杰出的海
报设计师。
 每年都有数百件海报作品参
赛，这是波兰年轻的平面艺术家们参加
的最具竞争力的比赛。获奖者的作品将
覆盖在全国的公交候车亭中。参加比赛
者可以优先在顶尖的广告公司工作，目
前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那里工作。
 对于我们而言，比赛是公开透
明的，因为比赛接受审计师的监督，毕
马威多年来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作者以
匿名的方式提交自己的作品，并送到审
计师办公室。我们力争在评审团中有来

自学术界和广告设计界的代表。今年将
举办第18届海报比赛。这次大赛的主
题是“共和国=我们的共同体”，获奖者
的奖金，所组织的一切户外活动的资金
完全由AMS公司提供赞助。



POLISH FILM POSTER BY 

SEBASTIAN KUBICA

 电影海报是电影推广的一大重
要手段。如今，海报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媒
介载体，不仅能够体现艺术家的个人风
格，更能传达精准确切的讯息。
 在此，我们诚邀您参加“第三
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之塞巴斯蒂安·库
比卡——电影海报主题展。
 塞巴斯蒂安博士是学者型艺术
家，精通平面设计、绘画和插图艺术；现
任海报和插画作家工作室带头人。塞巴
斯蒂安曾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参与筹划
数百场珍品展，同时担任波兰及国际各大
平面设计赛事的评委。2015年，塞巴斯蒂
安成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成员。

 此次海报主题展的作品涉及数
十部波兰和国际经典电影。透过展览，
观众能够以艺术家的视角再度审视影史
经典：作品里的人物是谁，通过何种视角
剖析，艺术家的幽默之处等等，所有这些
表明了创作者如何精辟地展示影片的本
质。塞巴斯蒂安是波兰当代最为风趣的
海报艺术家之一：他敢于尝试超现实主
义符号、大胆创新材质、推崇极简主义。
相信观众能够在库比卡的作品中感受到
其强烈的个人风格特征。

波兰电影海报设计师——塞巴斯蒂安·库比卡





地点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211工
程”的百所高校之一，政府对其给与积
极的财政拨款。同时该大学也是中国
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中国传媒大学的
校训是“立德、敬业、博学、竞先”。
 中国传媒大学师资重点主要
是新闻和广播电视，传媒大学是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主要学术研究中心，研究的
重点是如何使用最新技术创造性地进
行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与来自50多个国
家的2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媒体
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大学有30种不同语
言的专业，是中国唯一的开设斯瓦希里
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普什图语等世
界非通用语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众多
校友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电子游戏
讲座



ARTIFEX MUNDI 

– MY BROTHER RABBIT

My Brother Rabbit

Magdalena Cielecka

-

 我们的工作室位于波兰卡托维
兹(Katowice)，目前雇佣超过140人。
《曼迪作品集》中有超过40个游戏发
行，平均每3周就会发布一个新游戏。我
们的多平台版本每年在PC、游戏机和移
动平台上的用户下载量约1200万次。

我的兔子哥哥
《我的兔子哥哥》是一款精美的手绘 冒险
解谜游戏。游戏设定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
世界中，里面是孩童的梦想与现实的交织

Magdalena Cielecka

自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humanex 
Mundi公司担任制作人，负责开发《发
条故事》(Clockwork Tales)、《冷酷传
奇》(Grim Legends)等冒险游戏。我
也是位于克拉科夫的Jagiellonian大学
视听艺术学院的一名博士生，研究叙事
游戏中程序修辞和对话结构的复调。在
学术和游戏开发的商务活动上做过多次
演讲，比如ZTG, WGK, MFKiG, Ars 
Independent, STARTIFY7, DiGRA, 
GamesLit, CEEGS。



CARBON STUDIO – THE WIZARDS

-

The Wizards

-

Błażej Szaflik

Aleksander Caban

-

 Carbon Studio一直致力于游
戏开发，其总部设在波兰的格利维采
(Gliwice)。我们努力创造高质量、令人愉
快和身临其境的VR应用，探索虚拟现实
技术提供的所有新可能性。我们的作品通
过各种正快速发展的媒介表现出来，这推
动我们快速适应并寻求创新，与此同时我
们的目标是满足用户的需求。

魔法师
《魔法师》是一部获奖动作冒险VR游戏。
游戏为Oculus Rift，HTC Vive以及微软
混合显示头显量身打造，玩家可以在游戏
中施展魔法。经过8个月的Steam早期测
试，这款游戏于2018年3月8日在Oculus 
Store和Steam上发布。在《魔法师》中，
玩家有机会实现孩童时期的梦想，即成为
强大的魔术师，用手势施展魔法。

Błażej Szaflik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游戏
开发工作。在组建Carbon Studio之前，
他是Gliwice农场51的项目部主任和制片
人。他的作品包括《止痛药:地狱与诅咒》
、《死亡冒险》、《暮光之城》等。自2012
年以来，他还在西里西亚大学教授游戏
开发技术。2015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
Carbon Strdio，担任董事长。

Aleksander Caban在游戏行业工作了9
年，他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开始他的游戏
制作之旅，现在他是Carbon Studio的联
合创始人之一，专门从事VR游戏和应用。
他在卡托维兹完成了美术学院的学业，同
时也是那边的动画和视频游戏工作室的美
术设计老师。



riusz Łęczycki

-  

Dariusz Łęczycki 
热爱游戏和动作设计。计算机动画和游戏
设计的老师。卡托维兹美术学院(Acad-
emy of Fine Arts in Katowice )平面艺
术博士生。北威尔士艺术与设计学院(The 
North Wales School)奖学金获得者。游
戏设计师，动画短片和电影形式的制作人，
同时是许多艺术项目的创作者⋯



ARP GAMES 

-

Remigiusz Kopoczek

-

 ARP Games的主要目标是支持
波兰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

 我们的支持包括财务和组织的
帮助，以及提高未来和现在的游戏设计
师的专业能力。如果个人开发者在开发原
创游戏的过程中得不到必要的财务、组织
和人员资源，他们就可能得到“加速方案”
的帮助，这是我们提供帮助的主要方式。
加速方案包括创建新的公司，公司运营的
基础工具、资金和最重要的导师指导。根

据各小组的需要，资助项目也可以帮助团
队取得进一步金融支持。
 ARP Games还支持推广波兰
视频游戏产业的活动。

Remigiusz Kpoczek博士，ARP游戏有限
公司-电子游戏加速器的董事会主席。西里
西亚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波兰第一个为
学士和硕士学位设立的电子游戏课程的联
合创始人。波兰科技部最佳电子游戏课程
优秀奖获得者。



ANSHAR STUDIOS INC. 

- TELEFRAGVR

-

-

-

-

 Anshar Studios是一家游戏开发
工作室，拥有50多名来自电子游戏行业的
专业开发人员和游戏爱好者。我们的员工
在视频游戏开发的核心领域有超过十年的
制作经验:设计，艺术，编程和协调制作。
我们还聘请富有天分的学生，他们可以
在我们公司发掘自己的潜力和职业发展。
对我们来说，关注经验和激情是至关重要
的。Anshar Studios也扩大了业务范围，
为视频游戏行业和IT行业的许多知名公司
提供服务。我们与 Artifex Mundi、The 
Farm 51,、Seebo,、Playway、国家研发
中心、波兰共和国文化部和国家遗产部等
合作。

 Anshar Studios成立于2012
年，其创始人来自CI游戏公司中一群经验
丰富的游戏行家。强强联合为专家小组，
我们已经制作了20个商业游戏，它们在
9个不同的平台上发布，并使用了5类不
同的技术。2017年，我们成功发布了VR
太空探索游戏《Detached》和几款手
机游戏:《The Path ofKara》、《Kate 
Malone:Hidden Object Detective》、
《TinyGameDev》和《MMA Manag-
er》。目前，我们正致力于将《Detached》
移植到Playstation VR上，以及正在进行
为消防员研发的VR训练项目。我们还专注
于一些有前景但尚未宣布的项目，包括一
款VR多人游戏和一款一款2.5D视角RPG



TelefragVR 

Grzegorz Dymek 

-

游戏。我们同时也在为一些客户开发第三
方项目。TelefragVR 
 欢迎来到Telefrag竞技场- 是一
个地狱般的动态多人竞技场射击游戏，玩
家需要依靠本能的运动和战斗方式，通过
冲刺，射击，传送等等方式进入各种不同的
竞技场中战斗。场景设计将会让你感到不
可思议，因为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上下左右，
而死亡可能来自任何方向。
 故事设定在一个平行宇宙，在这
个世界里罗马帝国从未崩溃。你为了成为
冠军，成为了一名新的角斗士。你需要用你
自己的的速度、目标和智慧战胜你的敌人，
把他们变成脚下的水坑。

Grzegorz Dymek -投资者和企业家。他
毕业于Gliwice的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
化控制、电子和计算机科学学院。他获得
了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克拉科夫商学院和
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他还完成了在Łodź国立电影学院
的影视制作组织工作。
 他同时也一直有涉及IT产业，
曾任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计算机中心总经
理，2Si董事会成员，2Si软件与服务总
裁。后来，他陆续担任Exorigo公司总
经理、TELE24董事会成员和波兰Eu-
romedic总裁。现在他是Anshar Stu-
dios——一家来自波兰的视频游戏开发
工作室——的共同所有者和董事会成员。



中国电影资料馆 

峨影1958电影城（成都 CHENGDU）

峨影1958亲橙里（杭州
HANGZHOU）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中国电影历
史的宝库。其中提供电影放映和参考文
献。
 中国电影资料馆成立于1958
年，具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自创办以来，
中国电影资料馆一直在收集着电影艺术
档案资料。收集的档案被分成两类，一类
包括电影资料，另一类包括书面材料（例

如脚本、台词、电影摘要等）、剧照和电
影海报。中国电影资料馆中最珍贵的材
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事件的纪
录片和早期年代的历史照片。中国电影
资料馆中还保存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很多重要电影拷贝。波兰电影将在
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

CHINA FILM ARCHIVE

E YING 1958 MOVIE CITY (CHENGDU)

E YING 1958 PRO-ORANGE (HANGZHOU)

地点



电影



 马切伊·扎科希切尔内是影片
《303中队》的男主角，作为波兰当红影
星，他是今年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艺
术节的特邀嘉宾。
 马切伊出生在波兰东南部的斯
塔洛瓦沃拉，在音乐学校完成了小学和中
学教育，后继续学习小提琴和钢琴。2004
年，马切伊顺利毕业于波兰华沙国家戏剧
艺术学院；随后，在罗兹举办的戏剧艺术
节上，马切伊赢得了最佳表演奖——“耶
日·格罗托夫斯基奖”，该奖项由德国柏
林列杜塔戏剧学院的特蕾莎·纳夫罗特
颁发。戏剧学院毕业后，马切伊加入了华
沙的当代剧团。

马切伊出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Just 
Love Me》男主角；在此之前，他已经出演
过众多电视剧作品且获得一定声望。马切
伊的成名作是在电视剧《凶杀分队》中扮
演马雷克·布罗德基中尉。马切伊还出演
过其他影视作品：如《荣誉日》、《诊断》、
《夜视》及《你不了解男人的七件事》等。
今年，马切伊在故事片《303中队》中饰演
男主，获得广泛好评。影片揭示了那些在二
战英国站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却不被后人所
知的波兰飞行员的故事。影片既遵循战争
历史类故事片的经典叙事，同时又不乏酣
畅淋漓的空战和冒险故事。

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行特邀嘉宾——
马切伊·扎科希切尔内

MACIEJ ZAKOŚCIELNY – special 

guest of 3rd edition of the 

Polish Circles of Art in China 

Festival

-

-



SQUADRON 303

About the director: 

-

Most important films:

 影片改编自波兰知名作家阿卡
迪·菲德勒的同名小说。该小说发表于二
战期间，故事围绕“不列颠之战”（1940
年7至10月英德空军的一系列战斗）中的
波兰空军展开。隶属于皇家空军的波兰飞
行员重创了德国纳粹空军。该小说的发表，
是为了鼓舞国家士气和战斗到底的精神，
这也是为何内容重点、详细地刻画了空中
之战。影片主创人员采用了类似于小说的
描述手法，来刻画布莱克浦皇家空军基地
（英国英格兰西北区域）的景象。正是由
于波兰飞行员们的英勇，他们能够屡次化
险为夷、成功完成战斗任务，最终不仅赢得
了皇家空军军官们及当地居民的青睐，更
赢得了少女们的芳心。影片属于战争片，能
够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影片公映于波兰
独立一百周年纪念之时，让观众再次想起
战斗中的英雄们，正如丘吉尔所言：“在人
类征战的历史中,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对
这么少的人, 亏欠这么深的恩情”（1940

年5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皇
家空军的讲话）。 

关于导演：
丹尼斯·德里克，1966年出生于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市，曾就读于德国科隆大学美术
史系，毕业于波兰罗兹电影学院导演系。《
我将告诉你》(2006年，戛纳电影节竞赛
单元)是德里克执导的处女作，该片改编自
波兰作家卡塔日娜·格罗霍拉(Katarzyna 
Grochola)的畅销小说。随后，德里克执
导了同名系列片；这一系列情感喜剧作品
曾一度成为热播影片。今年，德里克决定
转型执导历史类故事片。

部分代表作：
我将告诉你，2006年
双面，2006年 （第二导演）
Rys, 2007年（第二导演）
303中队，2018年

片名：《303中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导演：丹尼斯·德里克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2018年
时长：99分钟



BREAKING THE LIMITS

About the director:

-

-

Most important movies:

 影片改编自耶日·戈尔斯基的真
人真事：戈尔斯基14岁染上毒瘾，通过抗
争与自我奋斗最终拿下了世界铁人三项运
动的冠军。戈尔斯基抒写了传奇式的夺冠
经历。帕勒科斯基执导的这部影片在首映
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位普通人的经历。《
突破极限》开创了经典的人物叙事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这一时代背景
下，刻画了主人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主
演雅库布.盖尔秀通过精湛的演技，强烈
地表现了吸毒后的状态，以及戒毒过程
中的巨大痛苦与磨难。片中，戈尔斯基在
众人的帮助下，历经磨难，成长为一名运
动员。1984年，戈尔斯基来到莫纳康复
诊所，他在这里遇到了真爱，并在教练安
东尼·涅姆扎克的帮助下，于六年后让体
能恢复到巅峰状态。影片情节曲折，尽管
观众能够预测到圆满结局，但直到影片
结尾最后一秒，依旧令人目不转睛。 

关于导演：
卢卡斯·帕勒科斯基，生于1976年，波兰导
演、编剧。2007年的《储备》是卢卡斯执
导的成名作，这一小成本、非主流影片讲述
了首都华沙普拉加老住宅区的人性之美，
获得了当年波兰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影片
奖。卢卡斯的第二部成名作是商业片《心
脏移植医师》，该片赢得了波兰多个电影
节的众多奖项。电影中，导演卢卡斯极其
坦诚、真实地塑造各类人物角色，既不美
化，也不丑化；反而营造了一种直击人性的
真实感。卢卡斯还执导了一系列波兰电视
剧，如《Belfer》（贝尔弗）、《Pułapka》(陷
阱)、《Diagnoza》（诊断）等。  

部分代表作：
储备，2007
男女之战，2011
心脏移植医师，2014
突破极限，2017

片名：突破极限
导演：卢卡斯·帕勒科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2017年
时长：110分钟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About the director:

-

Most important films:

 《两生花》是导演克日斯托夫·
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编剧克日斯托夫·皮耶
斯也维奇首部合作的影片。这部中法合拍
片延续了导演克日斯托夫的超自然玄学风
格：讲述了两位同名（薇罗妮卡）、同日出
生的女孩，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法国人，
她们彼此陌生，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片中的两位女主角均由法国女演员伊莲
娜·雅各布饰演。影片首先描述了生活在
波兰克拉科夫的合唱团歌手维罗妮卡，她
在首场演出中猝死；紧接着出现第二位法
国的维罗妮卡，她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挚爱
之人逝去般的痛苦。她仿佛在潜意识的驱
使下，始终受到另一个的生命影响。影片
由此，带着悬念，向观众缓缓探寻两个女
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交集之处。在波兰
摄影师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暖色调的
构图中，以及波兰配乐大师泽贝纽·普瑞
斯纳的谱曲中，影片带给观众一种独有
的玄妙情绪。

关于导演：
克日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
年-1996年），闻名于世的导演，生涯前期
主要为纪录片导演。他曾是“道德焦虑电

影”潮流（1975-1981）的领军人物，20
世纪70年代末，克日斯托夫开始转型现实
主义风格；他致力于通过电视故事片手法
展示更加真实的人物与社会问题。在他执
导的众多作品中，“人”始终是道德选择和
存在问题的中心。克日斯托夫以大胆的现
代手法阐释“十诫”——犹太教和基督教
的基本教义，独创了电视剧《十诫》。作为
律师的克日斯托夫·皮耶斯也维奇，以编剧
身份，成为了导演克日斯托夫的长期合作
伙伴。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导演克日斯托夫
着迷于超自然的“玄学”，这一时期创作的
故事片中，不乏成为90年代的影史经典：《
两生花》，以及《蓝白红三部曲》（蓝、白、
红代表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

部分代表作：
影迷，1979
机遇之歌，1981
无休无止，1984
杀人短片，1987
爱情短片，1988
两生花，1991
蓝白红三部曲之白，1993

片名：两生花（薇洛妮卡的双重生活）
导演：克日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法国，1991年
时长：98分钟



HOW TO BE LOVED

About the director:

-

-

Most important films:

 影片改编自波兰作家卡齐米日·布
兰迪斯的小说，描述了战争背景下一对恋人
的悲惨遭遇。在德军占领期间，女主人公费
利奇娅不幸地爱上了一位剧院的朋友维克
多。维克多正被盖世太保通缉，女主把他藏
在自己的公寓，并寄望于维克多回应她的
爱恋。然而，对于激励摆脱战争之苦的维克
多来说，这份爱过于沉重。多年后，费利奇
娅在巴黎的旅途中，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才
明白：“男人只有到失败并幡然悔悟之时才
懂得女人的珍贵”。
 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均为真情出
演。芭尔芭拉·克拉夫托夫娜饰演费利奇娅，
塑造了波兰电影史上最经典的荧屏形象；兹
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饰演维克多）在片中
成功塑造了反英雄的懦夫形象，这一角色与
其在《灰烬与钻石》(1958)中饰演的马契克
完美呼应，兹比格涅夫（1927-1967）将在
安杰伊·瓦伊达的影片中永存 。

关于导演：
沃伊齐希·耶日·哈斯（1925—2000），与
安杰伊·瓦伊达、安杰伊·蒙克等为代表的
波兰电影学院派同属一个时代。事业早期，
哈斯致力于拍摄教育片和纪录片。1957年，
哈斯执导了首部故事片《绳套》，该片改编
自波兰作家马雷克·赫拉斯科的同名小说。

哈斯倾向于避开政治议题，反对盛行的战
争主题，转而致力于塑造独特的影像世界。
哈斯的多部影片都改编自同名小说——影片
《再见》改编自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的同
名小说，《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改编自布
鲁诺·舒尔茨的同名小说；哈斯总是能够逼
真地再现原作。
 有批评者指出，哈斯的作品中总会
重复出现某些元素：人物角色的心理特点、
旅行类主题、叙事中的象征符号等。《萨拉
戈萨手稿》是哈斯的成名作，该片被选入世
界影史经典名录，与之齐名的还有路易斯·
布努埃尔、马丁·斯科塞斯等著名导演的作
品。
 哈斯执教于波兰罗兹电影学院，
并获得学院的荣誉勋章；20世纪90年代，
哈斯曾担任学院表演系主任。1999年，哈
斯荣获波兰电影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

部分代表作：
《绳套》，1957
《再见》，1958
《如何被爱》，1962
《萨拉戈萨手稿》，1964
《密码》，1966
《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1973
《巴塔沙历险记》，1988

片名：如何被爱
导演：沃伊齐希·耶日·哈希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63年
时长：97分钟



THREE COLOURS: WHITE

About the director:

-

Most important films:

 影片“白”为《蓝白红三部曲》
（代表法国国旗三种颜色）的第二部。
波兰导演克日斯托夫在其作品中表达了
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反抗与生之
意义。“白”是平等的象征，可从国家、社
会、人际关系等多重关系中表现出来。
影片主人公卡罗尔，是一位生活在法国的
波兰人，他娶了一位美丽的法国妻子多明
尼（朱莉·德尔佩饰）。长期的国外生活让
他倍加思念故乡波兰，过度的思乡导致了
个人悲剧：他最终毁掉了沙龙店，被迫离
婚，沦为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机缘巧合，在
波兰同乡米科拉伊（扬努斯·加约斯饰）的
帮助下，卡罗尔通过特殊手段穿过国界、回
到故土。回乡之后，卡罗尔力图白手起家，
以便向前妻证明自己有所价值。
 导演克日斯托夫通过黑色幽默
的手法，把影评家和观众都带入了满是“
白”颜色的玄妙氛围之中。与“三部曲”
其他两部一样，影片的基本色调，每一帧
都含有“白”元素。

关于导演：
克日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
年-1996年），闻名于世的导演，生涯前期

主要为纪录片导演。他曾是“道德焦虑电
影”潮流（1975-1981）的领军人物，20
世纪70年代末，克日斯托夫开始转型现实
主义风格；他致力于通过电视故事片手法
展示更加真实的人物与社会问题。在他执
导的众多作品中，“人”始终是道德选择和
存在问题的中心。克日斯托夫以大胆的现
代手法阐释“十诫”——犹太教和基督教
的基本教义，独创了电视剧《十诫》。作为
律师的克日斯托夫·皮耶斯也维奇，以编剧
身份，成为了导演克日斯托夫的长期合作
伙伴。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导演克日斯托夫
着迷于超自然的“玄学”，这一时期创作的
故事片中，不乏成为90年代的影史经典：《
两生花》，以及《蓝白红三部曲》（蓝、白、
红代表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

部分代表作：
影迷，1979
机遇之歌，1981
无休无止，1984
杀人短片，1987
爱情短片，1988
两生花，1991
蓝白红三部曲之白，1993

片名：蓝白红三部曲之白
导演：克日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法国，1993年
时长：88分钟



THE HOSPITAL

About the director:

-

Most important films:

 起初，克日什托夫导演无意创
作医生题材的纪录片——他的本意是制
作一部讲述人们如何克服重重障碍与阻
力以获得成功的影片。最终，克日什托夫
找到了华沙巴尔斯卡大街的一家医院，
并在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找到了影片的主
角们。他用摄像机整整跟拍三个月，每周
31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大量的拍摄素材使
其能够把影片中心放在医生身上；影片展
示了外科医生的日常工作状态，而把病人
设在荧屏之外。除了疲劳和过度加班外，
医生还面临着其他问题：缺少专业的医疗
设备；正是这一点，使得该片成为20世纪
70年代波兰医疗行业的真实记录与再现。
克日什托夫以线性手法剪辑素材，选取某
个固定场景以凸显时间的流逝，观众仿佛
和医生一起，加入到轮流值班当杀手的行
列。

关于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
1996），世界级著名导演，生涯前期主要
担任纪录片导演。他曾是“道德焦虑电影”
潮流（1975-1981）的领军人物，20世纪

70年代末，克日斯托夫开始转型现实主义
风格；他致力于通过电视故事片手法展示
更加真实的人物与社会问题。在他执导的
众多作品中，“人”始终是道德选择和存在
问题的中心。克日斯托夫以大胆的现代手
法阐释“十诫”——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
本教义，独创了电视剧《十诫》。作为律师
的克日斯托夫·皮耶斯也维奇，以编剧身
份，成为了导演克日斯托夫的长期合作伙
伴。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导演克日斯托夫
着迷于超自然的“玄学”，这一时期创作
的故事片中，不乏成为90年代的影史经
典：《两生花》，以及《蓝白红三部曲》（
蓝、白、红代表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

部分代表作：
影迷，1979
机遇之歌，1981
无休无止，1984
杀人短片，1987
爱情短片，1988
两生花，1991
蓝白红三部曲之白，1993

片名：医院
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77年
时长：20分钟



FROM A NIGHT PORTER’S POINT 

OF VIEW

-

About the director:

-

Most important films:

 克日什托夫导演找了好几年时
间才找到合适的主人公——因为他想
通过某个社会问题来反映当时的时代症
候。影片主人公是一名工厂保安，对保安
来说，规则比人更重要。主人公有较强的
控制欲，他喋喋不休地埋怨公园里幽会的
年轻情侣、没有执照的渔夫或是自己工厂
里的工人同事。克日什托夫首先通过磁带
录制主人公在夜间工作时的埋怨，然后根
据音频素材、补充拍摄画面。为保护主人
公的隐私，该片从未在电视上播放，只在
电影节或特别展映期间公映。
 影片全部用质量欠佳的奥尔沃彩
色反转胶片拍摄，失真的色彩反而起到了
突出社会问题的夸大效果。“这位守夜人
是人类的替身，我想找到用一种能够刻画
守夜人周围事物，能够刻画这一扭曲世界
的色调”，克日什托夫在自传中如是说。

关于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
1996），世界级著名导演，生涯前期主要
担任纪录片导演。他曾是“道德焦虑电影”
潮流（1975-1981）的领军人物，20世纪

70年代末，克日斯托夫开始转型现实主义
风格；他致力于通过电视故事片手法展示
更加真实的人物与社会问题。在他执导的
众多作品中，“人”始终是道德选择和存在
问题的中心。克日斯托夫以大胆的现代手
法阐释“十诫”——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
本教义，独创了电视剧《十诫》。作为律师
的克日斯托夫·皮耶斯也维奇，以编剧身
份，成为了导演克日斯托夫的长期合作
伙伴。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导演克日斯托
夫着迷于超自然的“玄学”，这一时期创
作的故事片中，不乏成为90年代的影史
经典：《两生花》，以及《蓝白红三部曲》
（蓝、白、红代表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

部分代表作：
影迷，1979
机遇之歌，1981
无休无止，1984
杀人短片，1987
爱情短片，1988
两生花，1991
蓝白红三部曲之白，1993

片名：守夜者的观点
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79
时长：17分钟



LOVING VINCENT 

-

About the Directors:

-

Most important films:

 影片采用了类似于《罗生门》、
《公民凯恩》等经典作品的叙述方式，
通过文森特·梵高周围的人和物来刻画
主人公。视觉效果由波兰和英国联合制
作，成片效果精湛。2017年，该片成为影
史上首部全部使用油画的动画故事片，
公映后，影片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斩获
了欧洲电影节大奖。
 下列一组数字可以体现影片的广
度和深度——演员拍摄完成之后，有125
位画家参与绘制环节，重新绘制了每一帧
画面，共完成6.5万幅油画作品。影片也因
此实现了栩栩如生的梵高形象。对于上百
位画家来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
调整油画中的人物比例与关系，以使之适
应电影画面来展现。梵高的伟大作品被再
次绘制，以适应电影这一媒介载体，同样，
影评再次证明了梵高作品的永恒性 。

关于导演：
多洛塔·科别拉——毕业于华沙美术学

院，担任学院动画项目助理员，同时创作
自己的作品。2011年，科别拉创作了首
部3D油画动画片《小小邮递员》，该片
在美国洛杉矶、比利时列日、西班牙巴塞
罗那等电影节展上斩获众多奖项。《至爱
梵高》是科别拉执导的首部动画故事片。
休·韦尔什曼——英国电影制片人。2008
年，由波英共同出品的、与苏西·邓普顿合
作执导的《皮德与狼》，获得了奥斯卡最佳
动画短片奖。英国著名动画工作室Break-
Thru Films的创始人兼导演。2012年，
韦尔什曼担任动画短片《魔法钢琴》的
制片人，该片被选入奥斯卡十佳动画短
片名录。2017年，与科别拉联合执导了《
至爱梵高》。

部分代表作：
《皮德与狼》，2006
《魔法钢琴》，2012
《至爱梵高》，2017

片名：至爱梵高
导演：多洛塔·科别拉，休·韦尔什曼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英国，2017年
时长：95分钟



COLD WAR

-

About the director:

Most important films:

 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决
心把音乐剧这一被遗忘的当代欧洲艺术形
式重新带回主流视野。《冷战》讲述了一段
发生在1950到1960年斯大林“铁幕”时
代的爱情悲剧。男主维克多是一位心怀抱
负的钢琴家，为组建乐队，他前往波兰乡
村寻找有天赋的乐手。无意间，他遇得到
了音如天赖的祖拉（乔安娜·库里格饰）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然而在那个无情的
年代，两人的情感之路困难重重。
 与其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修
女艾达》中使用的手法一样，导演帕夫利
科夫斯基用黑白片讲述这一发生在冷战
期间的爱情故事。这对悲剧恋人，一次次
在波兰、南斯拉夫、柏林、巴黎的流亡中
相遇。
 波兰民乐、爵士与巴黎酒吧乐曲
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感人的篇章，精湛的
配乐使得影片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视听
盛宴。今年，这位波兰导演凭借《冷战》
斩获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
奖。

关于导演：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1957年生
于波兰华沙，青少时移居英国，30岁起开
始导演生涯。帕维乌先后就读于英国伦
敦大学文学系和牛津大学哲学系，后就
职于英国BBC广播公司。2000年，帕维
乌凭借《单亲相爱的日子》获得了英国电
影学院(BFATA)的杰出新人奖，被誉为欧
洲影坛上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新秀导演之
一。《修女艾达》（2013）是其最重要的成
名作，该片使用了4:3格式的黑白画面，赢
得了2015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
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在正式宣誓成为修
女之前，前去寻找家族的根源；帕维乌突
破了传统影视手法的束缚，用一种独特
的方式展示了战后波兰的景象。

部分代表作：
《夏日之恋》，2004
《巴黎五区的女人》，2011
《修女艾达》，2013
《冷战》，2018

片名：冷战
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法国、英国，2018
时长：8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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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D LAND

About the director:

Most important films:

 影片改编自波兰作家弗拉迪斯
拉夫·莱蒙特的同名长篇小说，获奥斯卡
最佳影片提名，导演安杰伊·瓦伊达再现
了19世纪波兰罗兹纺织工业的诞生过程。
本片讲述了三个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
种族的朋友合伙办厂、快速致富的经历。
波兰工程师卡罗尔、犹太人莫里斯和德国
人马科斯，三人纷纷落入了由爱和权利编
织的罗网中。合伙开厂后，问题接连不断。
随着情节的推进，故事主人公变成了充满
悖论、且能够自我推进发展的大都市。在
肮脏的烟囱两旁，一边是工厂主奢华的宫
殿式寓所，一边是贫民窟的景象。影片的
导演风格、剪辑基调，配上沃依切赫·基
拉尔谱写的不安分的乐曲，突出强调了一
种狂热的生活节奏。电影《福地》是安杰
伊·瓦伊达对波兰文学作品最经典的一
次改编与再现。

关于导演：
安杰伊·瓦伊达（1926-2016），波兰电
影学院派创始人、先驱。执导过40多部
影片，其作品曾四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2000年，安杰伊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

奖，表彰他在过去50年对世界电影的杰出
贡献。安杰伊在欧洲（如法国戛纳、德国柏
林、意大利威尼斯等）举办的国际电影节
上斩获无数大奖。
 安杰伊的多部影片均改编自波
兰文学经典——《婚礼》改编自斯坦尼斯
拉夫·梅斯潘斯基的同名小说；《塔杜什先
生》改编自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小说；《复
仇》改编自亚历山大·弗雷德罗的作品。
 从1956年的处女作《下水道》到
2017年的《残影余像》，安杰伊始终大胆
创新，创作了众多联系波兰历史的经典作
品，与此同时，其作品也成为了后代影人争
相学习的标杆。

部分代表作：
《小水道》，1956
《灰烬与钻石》，1958
《婚礼》，1972
《福地》，1975
《大理石人》，1976
《科扎克医生》，1990
《卡廷》，2007
《瓦文萨：希望之人》，2013

片名：福地
导演；安杰伊·瓦伊达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75年
时长：17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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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211工
程”的百所高校之一，政府对其给与积
极的财政拨款。同时该大学也是中国最
好的公立大学之一。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训是“立德、敬业、博
学、竞先”。
 中国传媒大学师资重点主要是
新闻和广播电视，传媒大学是信息和通信
技术的主要学术研究中心，研究的重点是

如何使用最新技术创造性地进行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与来自50多个国
家的2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媒体
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大学有30种不同语
言的专业，是中国唯一的开设斯瓦希里
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普什图语等世
界非通用语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众多
校友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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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
影合集



 这是一部由波兰罗兹Se-Ma-
For工作室创作的超现实主义动画电影。
该动画受到“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的故
事”（希腊神话：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
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的
启发，讲述了一个长翼之人降落在“迷
宫”般的诡异城市中，一次次挣扎着逃
离险境。影片充满了象征意义，被称为
波兰动画电影史哲学运动的代表作。

关于导演：
尚·连尼卡（1928-2001），艺术家、平
面（海报）设计师、艺术批评家兼电影导
演，其父是画家阿尔弗雷德·列尼卡。从
20世纪50年代起，连尼卡跻身波兰顶级
平面设计师行列，并且他首次提出了“波
兰平面学派”。他创作了200多幅剧院和
电影海报作品。1957年，连尼卡与瓦莱
利安·博罗夫奇克（波兰导演）共同创
作了处女作：动画电影《从前⋯》。连尼
卡与瓦莱利安都为波兰动画的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使动画这一艺术形式得到
尊重与认可。

片名：迷宫
导演：尚·连尼卡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62年
时长：15分钟

THE LABYRINTH

About the director:



 影片使用了多重动画技巧，刻
画了一次单调无趣的旅途。一位男士站
在火车车窗旁，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不
断变换的景象⋯⋯

关于导演：
丹尼尔·什切胡拉，生于1930年，动画
电影、木刻/剪纸电影、纪录片编剧及导

演、美术教授。丹尼尔毕业于罗兹电影学
院美术学院。1982年至1983年，丹尼尔
被选为国际动画电影协会（ASIFA）副主
席。丹尼尔一生获奖众多：在奥地利林茨
（1975）、意大利热亚那（1984）以及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1990）国际动画电
影节获终生成就奖，并获得意大利动画
电影协会的吉玛奖（1990）。

T片名：旅程
导演：丹尼尔·什切胡拉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70
时长：6分钟

TRIP

About the director:

-



 影片固定在一个房间，人物不
断涌现，于同样的节奏重复着类似的生
活。母亲更换婴儿的尿片，男孩儿跳到
窗外捡皮球，男人在更换灯泡。屋里的
人越来越多，但影片精巧之处在于，每个
人的行为都有自身特点。在高潮处，26
个角色同时出现：如一场小型聚会，每
个人在极小的空间重复着日常杂务，典
型的社会主义建构慕模式——一家人
蜗居在狭小的空间，被迫重复着相似的
特技。1983年，《探戈》成为首部获得
奥斯卡奖的波兰电影。

关于导演：
萨比格尼·瑞比克金斯基，生于1949年，
导演、多媒体艺术家、教师。萨比格尼毕
业于罗兹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就职于
Se-Ma-For动画工作室，成为先锋派艺
术团体“Warsztat Formy Filmowej”
的重要一员。作为摄影师，萨比格尼曾
多次与导演安杰伊、格热高什·克洛伊
凯维奇合作。1983年，《探戈》获奥斯
卡奖后，萨比格尼留在美国，随后创立
了自己的电影公司：ZBIG视觉。萨比格
尼也是推广电影高清技术的一大先驱。

片名：探戈
导演：萨比格尼·瑞比克金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81年
时长：8分钟

TANGO

-

About the director:

-
-



 影片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
名小说改编，是波兰动画电影经典的艺
术瑰宝。在短短的11分钟内，导演皮敏
锐地捕捉到两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并将其原汁原味地刻画出来。小说中，
男主人公看着妻子的遗体，内心重现两
人的婚后故事；而杜马拉导演用极其逼
真的动画生动地将这一场景再现。通
过耗时费力的石膏动画，导演栩栩如生
地塑造了人物融合的效果。

关于导演：
皮奥特·杜马拉，生于1956年，曾就读于
华沙美术学院，师从导演丹尼尔·什切胡
拉，作为什切胡拉的助理。1981年，杜马
拉推出处女作《莱康陀菲》；1983年，《
黑色小红帽》是杜马拉的成名作，为其赢
得了国际声望。杜马拉创造并形成了独
特的黏土动画技巧——在深色石膏板上
多次刻画、重复使用。随后，杜马拉执导
了动画电影《父子森情》和《Ederly》。

片名：芳魂
导演：皮奥特·杜马拉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1985年
时长：11分钟

A GENTLE SPIRIT

About the director:

-



 影片巧妙结合了传统的手绘和
电脑三维动画设计技术。巴金斯基对这
部动画的每一帧细节极为关注，亲自
监制并聘请了上百位来自CG制作公司
Paltige Image的设计专家。导演巴金
斯基还与平面设计师兼动画师格尔泽
格茨·扬卡蒂斯合作。影片背景是某一
军事基地，通过黑色幽默展开叙事；影
片不仅是动画电影史的里程碑，更开创了
五分钱影院（便士剧院）的先河。2006
年，该片赢得了BAFTA（英国“奥斯卡”
）最佳动画短片奖。

关于导演：
托马斯·巴金斯基，生于1976年，早期专
攻建筑学，后转为影视创作。无论如何，
从巴金斯基的处女作《大教堂》（2002
）中，能够看到他对建筑的痴迷；巴金
斯基深钻三年，最终以首秀作品获得了
奥斯卡奖提名。巴金斯基现为Platige 
Image（以平面设计和电脑特效闻名的
波兰CG公司）的创意总监。巴金斯基
也是大型网游《巫师》系列的创作者，目
前正为Netflix执导《巫师》系列影片。

片名：坠落的艺术
导演：托马斯·巴金斯基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2004年
时长：6分钟

FALLEN ART

-

About the director:

-

-



BATHS

片名：浴
导演：托默克·达奇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2013年
时长：4分钟
 影片讲述了两名老年女性，像
往常一样前去游泳。然而，这一次，两
人扎向水池更深处，泳池中起起伏伏的
两人，相互回忆起年轻时在赛场竞争的
场景⋯⋯

关于导演：
托默克·达奇，生于1982年，分别就读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莫霍利·纳吉艺术
与设计大学(MOME)和英国伦敦国立电
影电视学院(NFTS)。达奇擅长创作音乐
短片、故事短片和平面设计。达奇执导的
《生命线》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诸多获
奖，是其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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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改编自波兰浪漫主义诗
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代表作，由波兰
人类方舟动画工作室出品；讲述了在一
片神秘的湖泊里，隐藏着一座魔幻的
中世纪城邦，城邦中正经历着一场正义
与邪恶的较量，世界末日式寓言正在上
演。影片通过光与影的变幻、和谐的配
色——多数画面笼罩着火把或落日余
晖的温暖色调，以及伊琳娜·博格达诺
维奇的宏大配乐来渲染出中世纪的魔
幻基调。通过动画特技，片中所有的人

物和布景元素都以一种独特的彩绘纹
理来呈现，视觉效果栩栩如生。

关于导演：
卡米尔·波拉克，生于1980年，导演、编
剧。卡米尔前后就读于华沙美术学院、罗
兹电影学院动画系。2003年，卡米尔加
入Se-Ma-For动画工作室。随后，他谱
写了乐曲《国家的诞生》；并通过动画
短片《失落之城》斩获国际奖项，该短
片于2010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

片名：失落之城
导演：卡米尔·波拉克
国家/上映时间：波兰，2010年
时长：21分钟

THE LOST TOWN OF ŚWITEŹ 

-

-

About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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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OMNI SPACE

 疆进酒Omni Space是北京
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音乐酒吧之一，地
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艺术中心北广
场B103。场馆面积为560平方米，有上、

下两层，最多能容纳观众800人次。场
馆配有专业音响师和灯光师，确保乐队
在现场的高水平演奏。

疆进酒 OMNI SPACE

BEIJING 北京  



音乐会



CIRCLE OF ART ORCHESTRA

-

-

“艺术圈交响乐”乐队

 “艺术圈交响乐”乐队由波兰
艺术圈中国行总导演沃依切赫·马耶夫
斯基发起创立，乐队领队为波兰当代作
曲家、爵士乐领军人物——沃依切赫·
康尼科维奇。

 近年来，康尼科维奇致力于创
作爵士乐、波兰少数民族民歌和当代古
典乐作品。其创作灵感同样受到亚洲、
非洲音乐文化的启发。2016年，康尼
科维奇通过三重奏的形式、以爵士乐
再度演绎了波兰与中国民乐的完美融
合。2017年，在海龟岛爵士音乐节及韩

国巡演中，康尼科维奇把韩国诗歌、民
乐和波兰传统民乐结合起来，打造了“
华沙-首尔音乐桥”。他在影视配乐、电
子乐和现代流行乐等领域同样享有盛
誉。
 今年的“艺术圈交响乐”，康
尼科维奇将通过个性化演奏，传达出当
代音乐的流行趋势和创作灵感源。乐
队通过细腻的情感和精湛技巧，为观
众带来极具美感的爵色盛宴。
 经“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
行”艺术节主席的特别邀请，今年，“艺
术圈交响乐”将在中国开展首次巡演。



THE VOICE OF THE WILD HUNT 

“狂猎之歌”：波兰游戏原声音乐会

 波 兰 游 戏 原 创 配 乐 乐
队——“狂猎之歌”将于10月29
日、30日在北京疆进酒进行中国巡演
首站演出。乐队将为中国观众带来CD 
Projekt制作的游戏原声配乐；CD 
Projeket旗下的游戏《巫师》改编自
波兰奇幻小说家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
(Andrzej Sapkowski)的同名小说。
 “狂猎之歌”乐队由主唱乔
安娜·莱榭儿创建。乔安娜曾为波兰
民乐金属乐队Percival（帕西瓦尔）的
主唱，乐队名字的灵感源自于安杰伊·
萨普科夫斯基原作小说中的原型人物 
Percival Schuttenbach (帕西瓦尔·
舒顿巴赫)。后因车祸原因，乔安娜退
出Percival乐队；康复后，乔安娜重新

开始演艺事业：着手进行CD Projekt
的游戏原声配乐世界巡演。
 “狂猎之歌”波兰游戏原声
音乐会隶属于“第三届波兰艺术圈中国
行”艺术节。该艺术节将从10月持续到
12月，届时，来自波兰的各种艺术将齐
聚中国：波兰电影周、游戏体验展、艺
术展、音乐会、大师班等。
 今年，波兰艺术圈中国行将陆
续在北京、杭州、成都、上海、济南、南
京、深圳和长沙等八个城市展开艺术节
巡回活动。
 2016年，首届波兰艺术圈中
国行被誉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波兰艺术
交流活动”。“艺术圈”的命名恰恰代
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汇聚一堂。



 波兰钢琴家格热高什·涅姆楚
克（Grzegorz Niemczuk）在过去12年
的职业生涯中享誉世界。他的脚步遍及
全世界，曾在6个大洲的31个不同国家举
办过超过400场的独奏和合奏音乐会。
他的演奏细腻敏锐，富有诗意，音色优
美，感情充沛，技艺精湛，因此特别受到
了来自欧洲，亚洲和南美国家听众和评
论界的欢迎和喜爱。他对于肖邦音乐的
诠释在2017年被波兰国家电台评为可与
Martha Argerich, Maurizio Pollini 
and Adam Harasiewicz比肩的大师。 
 他的演奏为他赢得了来自全世
界许多重要音乐厅的邀约，包括纽约的
卡耐基音乐厅，纽约施坦威音乐厅，东京
的纪尾井音乐厅，昆卡的苏克雷剧院，米
兰的普契尼剧院，维切利的人民剧院，釜
山的釜山文化中心，圣保罗的塞尔吉奥·
卡多佐剧院，巴黎的雅马哈艺术家中心，
华沙交响音乐厅，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
亚音乐宫，厅以及其它许多。
 涅姆楚克演奏的曲目广泛，涵
盖了从巴洛克时期到当代的200首独奏
作品和30首钢琴协奏曲。他尤其专注于

浪漫主义时期作品的演奏。在过去的几
个演奏季中格热高什·涅姆楚克与众多
交响乐团合作开始了他的独奏表演。
  格热高什·涅姆楚克 在超过15个钢琴
比赛中获奖，尤其是2013年在纽约卡耐
基音乐厅国际协奏曲比赛和2010年在
华沙第四十届全国弗里德里克·萧邦钢
琴比赛中斩获大奖。
 格热高什·涅姆楚克先生带着
最高荣誉从卡托维兹的希曼诺夫斯基音
乐学院毕业，求学时师从知名教授尤瑟
夫· 斯托姆派尔（Józef Stompel）。在
200年，2009年，2011年，2013年，他
先后在纽约市和曼尼斯音乐学院（国际
钢琴音乐节）。在2009至2012期间，他
还受Jeffrey Swann （纽约斯坦哈特
大学）在艺术上亦师亦友的关爱。他还多
次参加大师班，与许多大师级艺术家有
过合作。
 格热高什·涅姆楚克荣获了许
多来自祖国的荣誉，其中包括总理和文
化部的嘉奖。除了致力于自己的演艺生
涯外，他还投身于教育，目前执教于波兰
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钢琴系。

钢琴和小提琴两重奏 Grzegorz Niemczuk, 陈曦

PIANO AND VIOLIN CONCERTO 

GRZEGORZ NIEMCZUK AND 

CHEN XI

-

-





地点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UC)

-

 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211工
程”的百所高校之一，政府对其给与积
极的财政拨款。同时该大学也是中国最
好的公立大学之一。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训是“立德、敬业、
博学、竞先”。
 中国传媒大学师资重点主要
是新闻和广播电视，传媒大学是信息和
通信技术的主要学术研究中心，研究的

重点是如何使用最新技术创造性地进
行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与来自50多个国
家的2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媒体
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大学有30种不同语
言的专业，是中国唯一的开设斯瓦希里
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普什图语等世
界非通用语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众多
校友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讲座和
工作坊



 波兰钢琴家格热高什·涅姆楚
克（Grzegorz Niemczuk）
在过去12年的职业生涯中享誉世界。他
的脚步遍及全世界，曾在6个大洲的31个
不同国家举办过超过400场的独奏和合
奏音乐会。
 格热高什·涅姆楚克他还投身
于教育，目前执教于波兰卡托维兹西里
西亚大学钢琴系。他的学生在波兰、意
大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法国的国

际钢琴比赛上屡获大奖。他还多次受邀
在奥斯陆的挪威音乐学院、挪威克里斯
蒂安桑的阿格德大学、日本札幌公立音
乐学院、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圣卡
塔琳娜州联邦大学、巴西的波尔图联邦
大学、新加坡的南阳艺术学院、牙买加
金斯顿的埃德娜·曼丽表演艺术学院、
秘鲁利马的音乐学院和厄瓜多尔的天主
教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师班授课。

古典音乐工作坊
日期：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22日
地點：厦门大学, 福建
日期：2018年11月23日-2018年11月28日
地點：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CLASSICAL MUSIC WORKSHOP

Lecturer: Grzegorz Niemczuk

-

-



JAZZ WORKSHOP 

Lecturer: Wojciech Konikiewicz 

爵士乐工作坊
日期：2018年11月7日-2018年11月9日
地點：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日期：2018年11月10日-2018年11月14日
地點：云南艺术学院, 昆明

 沃依切赫·考聂克维迟是最引
人关注和最富创造力的波兰爵士音乐家
之一。此外，他还可以即兴创作作品，同
时还创作当代、电影和戏剧音乐。他是一
名引人注目和倍受爱戴的开创者，曾经创
作大量项目、音乐会和电子音乐作品。

他还与波兰及其他国家音乐人协作。他
共创作了100多部音乐作品，其中大部
分成为了波兰音乐的转折点。他的国际
事业非常引人注目，其范围几乎涵盖了
每一个大陆：非洲、亚洲和美洲。



ART OF LIGHT IN VIDEO GAMES

Lecturer: Aleksander Caban

-

电子游戏中光的艺术。

 在演示中，我将在虚幻4引擎
的基础上展示如何在3D游戏中实现艺
术风格和艺术外观，如何使用像zbrush
这样的工具来创建有风格的内容以及如
何使用传统艺术手法来提高3D制作水
平。

Aleksander Caban

在游戏行业工作了9年，他从第一人称射
击游戏开始他的游戏制作之旅，现在他
是Carbon Studio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专门从事VR游戏和应用。他在卡托维兹
完成了美术学院的学业，同时也是那边
的动画和视频游戏工作室的美术设计老
师。



LET’S BURY THE USER 

EXPERIENCE

-

Lecturer: Magdalena Cielecka

-

让我们埋葬用户体验

 在这次演讲中，我将使用程序
化修辞和MDA框架，通过意义-制作的
视角来分析游戏机制。我将探索我们在
专注于舒适体验的过程中所失去的东
西。毕竟，游戏机制可以像故事和美学
一样具有说服力。

Magdalena Cielecka

自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humanex 
Mundi公司担任制作人，负责开发《发
条故事》(Clockwork Tales)、《冷酷传
奇》(Grim Legends)等冒险游戏。我
也是位于克拉科夫的Jagiellonian大学
视听艺术学院的一名博士生，研究叙事
游戏中程序修辞和对话结构的复调。在
学术和游戏开发的商务活动上做过多次
演讲，比如ZTG, WGK, MFKiG, Ars 
Independent, STARTIFY7, DiGRA, 
GamesLit, CEEGS。



VIDEO GAMES DEVELOPMENT 

EDUCATION SYSTEM IN POLAND 

-

-

Lecturer: Remigiusz Kopoczek

标题:波兰电子游戏开发教育系统。

 该讲座将重点讨论方法和教育
系统，旨在为学生获得进入电子游戏开
发行业所需的能力。它将涵盖与不同专
业和通识教育项目的大学录取方法有关
的问题。课程内容还包括附加课程和选
修课、活动和学生在课程中可以参与的
其他活动，以及与国内外公司合作的方
式。

Remigiusz Kpoczek博士，ARP游戏有
限公司-电子游戏加速器的董事会主席。
西里西亚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波兰第
一个为学士和硕士学位设立的电子游戏
课程的联合创始人。波兰科技部最佳电
子游戏课程优秀奖获得者。



Lecturer: Dariusz Łęczycki

-

Dariusz Łęczycki 
热爱游戏和动作设计。计算机动画和
游戏设计的老师。卡托维兹美术学院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Katowice 
)平面艺术博士生。北威尔士艺术与设计
学院(The North Wales School)奖学
金获得者。游戏设计师，动画短片和电
影形式的制作人，同时是许多艺术项目
的创作者⋯



LEARNING GAMEDEV FROM 

JULIUS CAESAR

I

-

Lecturer: Grzegorz Dymek 

-
向凯撒大帝学习游戏开发。  
  
 在演讲中，我将展示即便像是
游戏开发这样的新技术产业，也可以从
历史中、从像是尤里乌斯·凯撒这样的
领袖中汲取养分。我将专注于以下领域:
策略、团队、培训、联盟、侦察、技术、战
术、后备计划、优势建设、士气、品牌、
情谊、权威、节俭和预防

Grzegorz Dymek

投资者和企业家。他毕业于Gliwice的西
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化控制、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学院。他获得了克拉科夫经济

大学克拉科夫商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
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还完成
了在Łodź国立电影学院的影视制作组织
工作。

 他同时也一直有涉及IT产业，
曾任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计算机中心总经
理，2Si董事会成员，2Si软件与服务总
裁。后来，他陆续担任Exorigo公司总
经理、TELE24董事会成员和波兰Eu-
romedic总裁。现在他是Anshar Stu-
dios——一家来自波兰的视频游戏开
发工作室——的共同所有者和董事会成
员。





THE CIRCLES OF ART FOUNDATION

-

-

-

  波兰艺术圈基金会成立于2010
年，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艺术及科学的
交流与融合。除了向世界展示波兰的艺
术创作之外，基金会还致力于展示不同
文化、不同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波
兰艺术圈基金会致力于将音乐、戏剧、
电影、视觉艺术和新媒体等各种艺术形
式融合起来。自2010年至2016年，艺
术圈基金会成功主办了七次欧洲艺术
院校作品展示艺术节，同时，在历届艺
术节期间组织了夏季电影展映活动。艺
术圈艺术节活动的参与者包括来自19
个国家、36家艺术院校的音乐家、艺术
家和设计大师。近年来，波兰艺术圈基
金会艺术节在世界各地艺术机构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今年，基金会再次把世
界优秀艺术与文化带到北京。
沃依切赫·马耶夫斯基是波兰艺术圈基

金会主席兼历届艺术节的发起人。
 马耶夫斯基曾在世界各地主办
了各类影响广泛的艺术文化活动，众多杰
出的世界文化名人都参加过他举办的国
际艺术节。
 2010年，马耶夫斯基发起并
创办了首届艺术圈艺术节；2013年，艺
术圈艺术节上首次增加了中国现代电
影展映，音乐家音乐会、艺术家及设计
师讲座等环节，讲座上，众多来自波兰
及中国的杰出艺术家们，参与了以“家
庭——一种生活方式·波兰与中国”为
主题的讲座。
 近年来，马耶夫斯基与中国艺
术家合作，一方面在波兰积极推广中国
文化，另一方面在中国举办一年一度的“
波兰艺术圈中国行”艺术节。

关于波兰艺术圈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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