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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wwhh

■ 本报记者 杜颖 通讯员 刘瑾

“经过多年发展巩固的海南影院
票房首次迈过了2亿元大关，比2013
年增长高达 43.42%，这一历史性突
破也使海南院线建设和影业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手中拿
着一份统计表单，省文体厅电影电视
剧和新媒体管理处负责人符海沧不
无感触地告诉记者，“这个数字来得
实属不易！”

影院建设推动
票房逐年递增

票房2.19亿元，19.95万场的放映
场次，619万观影人数，这是2015年海
南收到的来自电影产业的一份捷报。
在随后详细的分析中，省文体厅对近年
来海南影院票房进行了持续调查监测，
2014年，海南陆续新建影院多达6家，
且均为高档影院，新增银幕36块，这使
得海南全省影院数量达到27家，银幕
总数达到了118块。

1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再次对海
口部分影院进行了走访。在国兴大道
去年才开业的中视影城，为了目睹
IMAX巨幕带来的震撼视听，影院的
售票处围满了等待观影的年轻人。“非
周末时段来看电影的人气也很旺。”中
视影城总经理林向东感叹说。

同样地，年轻的气息也在中影南国
影城、大地影院、万达影院、金逸星海湾
影城聚集，看电影，如今对海南人来说
已是茶余饭后再熟悉不过的休闲选择。

数字往往折射出最真实的产业讯
息。从近年来海南影院票房数据监测

记录来看，一条持续上扬的曲线映射出
了电影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产业从“复
苏”重新走向“高峰”的发展轨迹：2008
年，海南票房仅为2200万元，此后从
2009年至2014年，影院票房每年以平
均30%以上的速度突飞猛进，2012年
达到1.19亿元，2013年为1.52亿元，
2014年即已突破2个亿。

政策资金扶持
助推影市发展

是什么给海南影院带来了飘红的
票房？

从产业角度来看，多年关注海南电
影产业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光强认
为，海南电影繁荣的脉搏是与国家电影
产业蓬勃发展息息紧扣的。海南票房

“飘红”首要因素是受益于国家产业指
导和海南的产业政策扶持。

沿着国家振兴电影产业的声声号

角，海南开始从省级层面统筹规划，对
海南电影产业进行新的“布局谋篇”。
省文体厅负责人表示，在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决定中
提出对影视产业的大力扶持，省重点
文化产业项目扶持资金也向影院建设
项目敞开了怀抱，且有步骤地开启了
对市县数字影院建设予以专项资金扶
持，对影院设备更新改造设立了专项
补贴资金。

省文改办统计显示，仅2011年—
2014年我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电影产业的资金支持达到2400余
万元，且实实在在地落在了企业对影
院的项目建设上。林向东说，中视在
儋州建设电影城的项目中有3块银幕
获得了海南省150万元的项目补贴；
中影影院海南区域项目拓展总经理何
东腾也告诉记者，海南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中对中影南国影城的绩效奖励
多达60万元。

政策鼓励引得“大雁向南飞”。
近两年来，国内知名的院线纷纷落户
海南，海口的金逸、中视，儋州恒大影
院、保亭文化中心影城、临高澜江时
代凤凰影城、陵水都乐国际影城等纷
纷登陆中心城市和主要市县。与此
同时，海南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也扩大了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消费，大
量群众被重新吸引回到了电影院，影
院票房逐渐成为地方内需消费释放
和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一个有力符
号。

从市场层面来看，越来越多影院布
局海南，也客观刺激了老影院的升级改
造，以及经营和服务质量上的提升，强
化了电影市场的竞争力。

本土“老字号”
有望重振雄风

迅速扩大的电影产业蛋糕和如火
如荼的市场激烈竞争，让海南电影快速
奔行着。行业测算显示，仅省会海口去
年票房就达1.5亿元，占据全省票房6
成以上，按照200万人口以及35元的
票房均价计算，人均每年走入影院的次
数已多达4次，而以去年票房为基数，
按照千万人口来计算，海南在影院票房
的人均消费达到了22.22元，这与全国
人均22.77元的消费几乎持平，显现出
了海南电影市场旺盛的消费力。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遗憾
也被业界不时提及，那就是作为海南电
影行业中曾当之无愧的“老字号”——
海南电影公司在票房上的惨淡。老电
影人几乎都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
最辉煌时期，处于“垄断”地位的电影公
司票房占据了市场的9成以上，“蓝海
院线”、“海口9条龙影院”都曾名噪一
时，然而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资金的
不足、体制革新的滞缓以及管理经营的
落后，使得海南“老字号”逐渐在市场大
潮中“失势”，截至2014年底的统计显
示，作为海南本土国有电影公司，其票
房所占市场份额已不足10%。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年来一系列的
酝酿筹备，我省拟于今年年内完成对电
影公司的全面改革，以集团化方式运作
参与市场竞争，在不久的未来，电影公
司能否赢回票房还需拭目以待。如果
能够成功整合，老电影公司在市场中仍
有希望重新分得一杯羹。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2014年底，来自省文体厅的统计，海南影院票房在岁末实现了2个亿的突破，年度票房达到了2.19
亿元，伴随一部部精彩影片走进人们的视线，海南影院票房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态势。人们或曾还记
得，仅仅在7年前2008年，海南影院的年度票房全部相加仅区区2200万元，而不到7年时间，便实现了10
倍增长。在票房迅猛增长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因素在驱动？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海南影市缘何一再“ ”飘红

■ 本报记者 戎海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南
海音乐文化研究基地”日前在海南师范
大学揭牌。当天，黎族音乐传承与保护
学术研讨会也同时举行。前来参加揭牌
仪式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主
任李松表示，具有悠久历史的黎族民
歌，不能仅靠少数的传承人、音乐家来托
起，更多的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黎族音乐面临保护困境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曹时

娟教授是本次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她
常年致力于黎族音乐的搜集、保护和学
术研究活动。曹时娟告诉记者，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民歌、黎族
传统竹木器乐以及黎族民间音乐文化
等都面临着保护的困境，人才的流失、
学术的缺失和保护的乏力，让历史悠久
的黎族音乐遭遇生存危机。

据介绍，黎族民间音乐是流传于黎
族地区，由黎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
作的具有黎族特色的音乐，主要包括黎
族民歌（包括用黎语演唱的和用海南方
言演唱的两种）、说唱音乐、歌舞音乐和
器乐曲，广义的黎族民间音乐还应涉及

民族乐器、民族乐队、民族舞蹈等。其
中黎族乐器是黎族音乐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不完全统计，黎族乐器大约
有40多种，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创新中。

曹时娟告诉记者，黎族音乐文化多
靠师徒父子口耳、手手相传。很多能够
演唱黎族歌曲、演奏黎族乐器的老人已
经去世，而年轻一代有的学不会，有的
不愿学，甚至有些连黎族话都不会说，
黎族音乐的传承越来越令人担忧。

研究基地助力学术课题

海南师范大学校长韩长日表示，如
果说黎族音乐进入小学、中学起到的是
普及作用，那么“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
发展中心南海音乐文化研究基地”落户
海南师范大学，则表明高校应承担起黎
族音乐的搜集整理、保护传承和学术研
究等系统工作。

根据双方协议，文化部民族民间文
艺发展中心将基地纳入发展中心建设
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联
盟”，在信息共享、项目实施、技术支持、
人才交流等方面予以倾斜。基地将对
海南黎族音乐保护传承、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海南音乐产业等课
题展开研究。

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海师音乐
学院就启动了海南黎族民间音乐文化
保护与传承研究及应用课题研究。一
年多来，课题组深入黎族村寨，采访黎
族音乐民间歌手、乐手、音乐团体、舞者
等，通过摄影、摄像、采访等方式掌握一
手材料，以保证接下来整理、研究的准
确性。

研究成果将在高校推广

目前，课题组成员正在通过自己
平时教学实践、科研情况，结合国内相
关成果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的结果，深
入研究、分析黎族音乐的曲式、调式、
和声、润腔、音域、音色等特点。目前
已完成《海南黎族民歌色彩分析与教
学研究》、《海南黎族民歌地域色彩分
析与研究》等课题。从今年起至明年9
月，课题组将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出版
《黎族乐器图谱》、《黎族歌曲选》、《黎
族乐曲选》等著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将出版这些著作，并在海南各高校
中推广。

王家儒水彩作品
海口展出

本报讯（记者杜颖 梁昆）王家儒
水彩作品展于2014年12月31日至
2015年1月13日在海口南山画廊举
行，展出的31幅作品以诗性的画风展
现出了充满浓郁海南地方特色，传达画
家对海南故土山川的深情与眷恋。

《西沙夕辉》、《雨中情》、《湖光山
色》、《秋趣》，王家儒将作品一一解释
给记者听，在他的眼中，多年来在水
彩画作的表达上一直探寻和追求的
是一种地域精神和文化个性。王家
儒认为，海南的地域精神，是一种光
影丰富、通透、灵动，有靠近太阳的热
烈和野性，也有坚韧的气质，这就是
海南的文化个性，这种个性如果用水
彩画的方式充分表达，完全可以产生
十分贴近而生动的感染力，这也是他
数十年如一日衷情为海南风光而绘
画的动力源泉。

王家儒是海南人，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海南省突出贡献专家，现为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海南大学
教授，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
览，部分作品被国内外美术机构和私
人收藏。

商务印书馆将建
千家品牌示范店

由商务印书馆、北京智慧熊文化传媒联合全
国著名语文教研专家、全国各地“价值阅读”代理
商日前共同在北京举办了“2015年图书出版发展
战略暨价值阅读启动大会”。

此前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经典名著·大家名
译”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的编辑思想是在认真理解
原著本意基础上，从主题对品质的角度，紧扣价值
观阅读的宗旨，使阅读具有更强针对性和实用
性。商务印书馆负责人说，品牌示范店旨在通过
在书店的显著位置设立价值阅读专区，帮助读者
认识经典、阅读经典。该馆最终希望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1000家示范店，形成规模效应，尽可能多
的为全国各地的读者提供服务。 （据中新网）

点评：如今的出版界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商
务印书馆以其强大的品牌优势和品质口碑，在全
国建立1000家阅读示范店，专门帮助读者认识经
典、阅读经典，无疑会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不管
这千家示范店的最终效果能否达成，商务印书馆
的行为已经为出版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希
望更多有责任、有情怀的出版社加入到弘扬经典
的行列中。

热门综艺改编电影
再引“神速”争议

正在浙江卫视播出的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
《奔跑吧！兄弟》日前宣布电影版将于1月30日
上映，这距离卫视节目播出结束才两周。播出两
个月就宣布制作电影版，2014年12月初开机、
2015年1月末上映的速度令人感叹制作方神速。

2014年春节，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
儿》同名电影版大年初一公映，卷走近7亿元票
房，最终位列全年票房第8位、国产片第3位，“不
是电影”的电影票房压过多数大片，在业界引起巨
大争议，但这依然挡不住更多人企图复制“以小博
大”、“以简胜繁”的步伐。对于《奔跑吧！兄弟》火
速“跑”上银幕，一些网友认为意图明显，就是投资
方想趁热打铁赚快钱。而在出品方看来，每期节
目超2亿的网络点击量和累积超过60亿次的微
博讨论量，让改编电影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据光明网）

点评：如果用常规的电影摄制程序来衡量，
《奔跑吧！兄弟》之类的综艺电影充其量只能是该
节目的银幕版。但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的确
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如果不开发无疑是资源的浪
费。制作方根本就没打算按照艺术品的路子拍，
充其量这就是一道娱乐快餐，只要味道可口能吸
引顾客，至于其是否有营养、能否发扬饮食文化，
快餐店会考虑吗？

米高梅申请破产保护
被中国“土豪”盯上

外媒称，2010年，曾出品《绿野仙踪》《007》
和《霍比特人》等众多好莱坞经典影片的美国米高
梅影片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现在有传言说，
米高梅影片公司已成为一批资金雄厚的投资者的
目标——这一次是中国投资者。中国内地企业大
连万达和复星集团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大连
万达刚刚在香港上市，融资近40亿美元，而复星
集团则拥有包括旗下一家葡萄牙保险集团在内的
诸多融资渠道。

报道说，大连万达和复星集团都对电影业感
兴趣。有许多理由可以预测，未来中国企业将更
多地参与海外（尤其在美国的）并购。

（据新华社）

点评：继万达在美国收购主流院线之后，好莱
坞大的制片公司又成为中国企业追逐的目标。不
过如果认为中国电影从此就能在欧美市场拥有一
席之地的话，这未免有些天真。想当年日本曾收
购哥伦比亚等多家好莱坞公司，结果日本市场更
加被好莱坞电影占据，而日本电影则遭遇了更加
严厉的竞争冲击。中国要想从电影大国变成电影
强国，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一位老书法家的
“女书”情结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谢振安

1983年，一种奇特的文字横空出
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它就是
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书”。这
种原本“传女不传男”的文字，却在一
名老翁笔下得以传承，并形成了独特
的女书书法。这名老翁便是“男传女
书”中的佼佼者——闫春茂。日前，
闫春茂来到儋州举办书画展，让“中
国书法之乡”的百姓有缘一睹女书的
风采。

闫春茂是河南周口人。1985年，
已是周口市文化馆长的闫春茂偶然
通过电视看到关于女书的报道，十分
惊讶。“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种神奇
的文字，它看上去太美了。”回忆起当
年的“邂逅”，如今已逾古稀的闫春茂
仍心潮澎湃。

“汉字有正草隶篆等书法，女书
没有书法是个遗憾。”闫春茂说，在研
究女书的过程中，他不断琢磨如何将
女书书法化，使文字看起来更优美。

闫春茂说，原始人类多用树叶和
鹅卵石摆出一些图案来传递信息，后
来又将这些图案刻在岩石上，这些图
案便是早期的文字。根据汉字的起
源特征，他对女书书法进行了改进，
使其线条两头尖中间宽，状如树叶，
使其点更加圆润，形如卵石。最终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女书书法。

尽管年逾古稀，闫老先生仍壮心
不已，他说：“欢迎海南青年学习女
书，我乐意提供帮助。”

相关链接

女书又称“天书”，其最早在湖南
江永被发现，故又称“江永女书”。

与汉字表意不同，女书是一种表
音文字。女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
基本用于创作女书作品、记录女歌，
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最早的使用者
主要是妇女，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
传给少年的自然方式一代代传下来。

(徐一豪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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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音乐传承保护开启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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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数量的增加和档次的提升，为海南电影票房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海南电影票房增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