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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的“小金人”与富豪、明

星们的“财富之歌”被淋漓尽致地

演唱了 80多年。

有人笑就有人哭

奥斯卡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利

场，商人们的心自然也就和艺术家

们一样要经历戏剧般的跌宕起伏。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敷衍。

2月 24 日，在本届奥斯卡颁奖
典礼上，恐怕连导演李安自己万万

都没有想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获得奥斯卡“小金人”还不到半个

小时，该片幕后的特效制作企业

Rhythm &Hues Studios 的 500 名特
效师就开始在颁奖典礼场外“抗

议”。理由是，李安没有在领奖台上

感谢他们，而他们因为债台高筑，

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一名特效指导

斥责李安在致词时忽略了特效团

队的贡献“令人失望”，而李安的

“希望(特效)能做得更便宜”的言论
更是无知。

事实上，李安得奖时已感谢

3000名剧组成员，且对特效公司破
产难过遗憾，他坦言，特效公司破

产不是因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才发生的。

从投资人与导演之间的公开

矛盾看，商家并不是不知晓，电影

这个艺术品的投资历来风险就极

大。2012年，导演张艺谋与投资人
之间的爱恨情仇就说明: 导演声名
鹊起后终将归宿于艺术，而不是商

业。而商人命中注定是不会做赔本

的买卖，也绝对做不起赔本的买

卖。

柯达是为奥斯卡而生

俗称“小金人”的奖杯是由美

国雕塑家乔治·斯坦利设计，主体

为一座 13.5 英寸高、3.9 千克重的
镀金男像。这个奖从 1929 年开始
从未间断。早期每个奖座价值 30
美元，现约价值 350 美元。1941年
9 月 2日颁布的《奥斯卡奖所有权
法》规定：金像奖座不得买卖或抵

押，如有发生，学院本部将向出售

者索回相当于奖座价格的赔金；如

果一项奖有数人获得，那么一个以

外的奖座均按原价收钱。

说到奥斯卡，绝对绕不开美国

的柯达公司。

有人曾笑着说“柯达是为奥斯

卡而生”。的确，在柯达 2000 年与
主办方签署了总价为 7500 万美元
的冠名协议后，很多商家才大梦初

醒。所以，当柯达公司“向法院提出

破产保护申请并要求放弃柯达剧

院为期 20 年的冠名权”时，整个世
界的电影界都为之心痛。

如今，柯达已成为过去。但是，

名利场上一直不缺少后来者。有钟

情就有背离, 同样，有背离就有钟
情。和奥斯卡一直有着“不解之缘”

的护肤品牌 Z.Bigatti 几度为所有
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演员提供超

级奢华的礼品篮。这个征服众多世

界级明星的护肤品，作为“奥斯卡”

唯一指定护肤品赞助品牌，也随着

中国电影艺术的成熟、中国明星名

气的提升而把目光投到中国。他们

的营销口号是：你赢奥斯卡红毯，

你赢小金人，我赢奥斯卡。

“遛遛的战场”

在 Prada 露背晚装衬托下获得
“最佳女配角小金人”的 Annne

Hathaway 更是令这个品牌大放异
彩。她心里想着的是“我也可以代

言享誉全球的百年珠宝品牌了”。

因为在 2012 年奥斯卡颁奖礼上，
女星杰西卡·查斯坦和谢琳就是佩

戴着 1943 年就开始赞助奥斯卡的
品牌哈利·温斯顿价值超过 500 万
美元的珠宝。专业人士说，这个品

牌是女明星大放异彩的“保障”。仅

杰西卡佩戴的耳环、戒指和手镯就

是极为罕见的顶级黄钻，总价值超

过 200万美元。
明星们常说：“是骡子是马拉

出来遛遛”，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

“遛遛的战场”。明星夺奖大战的时

间里，也是高级定制时装与顶级珠

宝赞助商的“年度大战”。

“这才是考验品牌眼力和公关

手腕的尖峰时刻”，压注在 90 后女
星 Jennifer Lawrence 上的 Dior 公司
表示。时尚人士在微博上写道：尽

管一袭 2013 春季高级定制白色晚
装让新晋影后激动得在领奖时摔

了一跤，但丝毫不影响她 Miss Dior
的新身份与大好前程。珠宝赞助商

萧邦更是靠着 J Law 的星光巩固了
自家“电影界的珠宝腕表商”的地

位。

大奢侈品商最开心的时刻就

是奥斯卡颁奖时间。因为无论多么

奇异古怪的服装、珠宝、车、飞机、

舰艇等豪华奢侈品，都可以通过大

牌明星“秀”出独特光彩，使其获得

极高的市场价值，影响着全球的商

品走势。所以，富豪们

80多年关注着奥斯卡，
编织出了一条如钻石

般耀眼的经济链条。

海外媒体为奥斯

卡颁奖盛宴算了一笔

明细账：小到斯特林葡

萄园的葡萄酒、星光大

道上的红毯及餐盘中

的巧克力，大到舞台装

饰、奖杯奖品的制造成

本和奖金，这

些支出从 2 万
美元到 80 万
美元不等。

为了获得

奥斯卡颁奖礼

北美区转播权

的 ABC 电 视
台，在 2020 年
前要为 此每 年支 付

0.75亿美元。尽管在直
播期间做一个 30 秒广
告，要支付高达 170 万
至 185 万美元费用，奢
侈品商仍然趋之若鹜。

和奥斯卡

颁奖典礼合作

第 19个年头的
帕克，成功经营

了美国著名餐

饮企业 Spago，
年利润超过 1.5
亿美元。“是奥

斯卡晚宴拓展

了 全 球 知 名

度”。 帕克说。

奥斯卡，以

“小金人”雕刻

着电影产业；企

业家、富豪们也

以“小金人”雕

刻着奥斯卡。

“小金人”名利场上的“商战情仇”
本报记者 江雪

名利场上的“小金人”是耀眼的，它的光芒正是在地产商、餐饮商、

珠宝商、奢侈品商们对“小金人”的集体疯狂下显现，并演绎一出出“奥
斯卡”大戏。

纪念日

3 年“大跃进”之后，国民经
济严重失衡。1962 年 3 月 7 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

会议，讨论 1962 年经济调整问
题，在陈云作长篇发言时，周恩

来多次插话。当陈云说：“我看

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

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

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

‘伤筋动骨’这 4 个字。要痛痛
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

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

恩来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

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在之前的 1962 年 2 月 21
日—23 日，在中南海的一次会
议上，陈云对经济问题作了非

常全面的分析，同时对今后应

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意见。2 月
26 日，陈云对 200 名党和政府
高级干部发表演讲。他说，粮食

不够吃，庄稼、牲畜、化肥和农

具的状况都不如从前，基本建

设投资超出了国力范围。接着

他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类会

议上很少有鼓掌现象，但是陈

云讲话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 1
分多钟。同事们都感到松了口

气，陈云讲出了他们想说而不

敢说的话，他们对陈云的建设

性意见也很赞赏。

（3月 5日—3月 11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52年 3月 7日
3月 5日：

1983年 3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
问题发出指示。

1994年 3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公布实
施。

3月 6日：

1921年 3月 6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
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

2001年 3月 6日，江泽民指出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3月 7日：

1916年 3月 7日，宝马汽车公司成立，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
1962年 3月 7日，陈云提出搞经济必须综合平衡。

3月 8日：

2004年 3月 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 400号国务院令，颁
布《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自 2004年 6月 1日起施行，1988年国务
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3月 9日：

1992年 3月 9 日，中国开放度最大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入运
营。

2007年 3月 9 日，中国首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由农民自愿入股
组建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挂牌营业。

3月 10 日：

1986年 3月 10日，中国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
3月 11 日：

1985年 3月 11日，河南省农村出现股份制合作模式。
1995年 3月 11日，中美正式签署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

陈云提出搞经济必须综合平衡

江湖

沃尔玛 (WMT)日前证实，该公司美国首席行政官 (CAO)汤
姆-马尔斯 (Tom Mars)将在今年 3月份离职。马尔斯已在沃尔
玛供职十多年，他还曾担任该公司的法律总顾问。据今年 1月
份发布的公司电子邮件显示，马尔斯在 2002年到 2009年之
间担任沃尔玛的法律总顾问，他曾卷入一项贿赂调查，这项调

查与沃尔玛在墨西哥金字塔附近建设的一个零售店有关。

从近日召开的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干部大会获悉，唐

登杰被任命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

徐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同时根据

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情况，唐登杰还兼任集团公司

总经理职务。

杭州解百近日公告称，因公司及有关高管涉嫌违反证券

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 2月 28日连发四
份《调查通知书》，对涉嫌违反证券法规的杭州解百及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周自力；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

季文；公司董秘诸雪强立案调查。

沃尔玛美国首席行政官将离职

唐登杰任兵装集团董事长

杭州解百高管涉违规被调查

世界最大建筑和矿业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 (CAT)日
前宣布，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欧洲市场的增长疲软，计划在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部沙勒罗瓦 (Charleroi)附近的 Gosselies
工厂裁员 1400人，相当于该厂 3700名员工的 1/3以上。

Gosselies 工厂是卡特彼勒在全球范围最大的工厂之一，
生产液压挖掘机、装载车以及发动机零部件。

摩根大通近日宣布，为削减成本改善分支机构获利，该

行今年将在消费者银行部门裁员 3000至 4000人，约为员工
总数的 1.5%；计划在 2014年年底前，将旗下按揭贷款及社区
银行部门职位裁减 1.7万个，将按揭贷款业务成本减少 30亿
美元；2015年年底前，将各分支机构的员工总数减少 20%。

截至 2012年年底，摩根大通有 5614个分支机构，业务分
支规模仅次于富国银行，员工人数共计 63500名。

近日，美国家电零售连锁巨头百思买宣布，将在明尼苏达

州总部裁减 400名员工。百思买在声明中称，这项裁员活动将
令该公司销售、总务和行政支出减少约 1.5亿美元。百思买并
未透露明尼苏达州总部的员工总数，该公司在整个明尼苏达

州的员工总数约为 8000人，其中包括零售店员工；全球员工
总数为 16万多人。

卡特彼勒拟裁员 1400人

摩根大通大规模裁员

百思买宣布裁员 400人

据报道，梦工厂动画 CEO 杰弗里·卡岑伯格于美国近日
表示，公司将从原本的 2200名员工中裁掉 359名。公司裁员
的主要原因是投资 1.45亿美元的《守护者联盟》全球票房表
现一般（3.02亿美元），而新片《我和我的影子》和《眼镜狗和眼
镜男孩》都延长了制作周期，导致梦工厂动画需要增加 1.65
亿美元的投入。

梦工厂将大幅裁员

有媒体报道称，在华一直发展不顺的泰国零售巨头卜蜂

莲花今年计划裁员 30%，约涉及员工 600人，并关闭 8家亏损
门店。对此，卜蜂莲花方面表示，确有人事调整，但对于进一步

裁员及关店信息尚不能确认。有行业人士指出，卜蜂莲花中国

区确有部分中层管理者在最近几个月内陆续离职，内部各个

部门之间也在互相调动人员。

卜蜂莲花中国被传裁员

据报道，沃尔沃今年将裁减 1000个岗位，计划节省逾 2
亿美元以争取实现盈亏平衡。沃尔沃目前拥有约 2.3万名员
工，2012年沃尔沃汽车曾裁员约 900人。不过，沃尔沃中国区
副总裁宁述勇表示，沃尔沃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裁减 1000
名“其他企业外派员工”，“这些员工并不是沃尔沃正式员工”。

2010年，吉利以约 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买下沃尔沃。
由于欧洲汽车市场不景气，沃尔沃陷入亏损。2012年，沃尔沃
的销量为 42万辆，同比（比上年）下降 6.1%。

沃尔沃计划再裁员 1000人

摩根士丹利近日宣布，奥巴马首届任期内的副国务卿托

马斯-奈兹将重新加入该公司，出任副董事长一职。奈兹曾任
摩根士丹利首席运营官，2011 年 1 月取代杰克-卢成为国务
院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是可以代行国务卿

职务的两名副国务卿之一。奈兹上月已表示，他将于 2月份离
开国务院。在新的职位上，他将直接向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

CEO詹姆斯-戈尔曼汇报。

奈兹重返摩根士丹利任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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