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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娱新动向

微电影《琼台之恋》海口开拍
将展现府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林先锋）今天上午，第二届
“海南正能量”系列之微电影《琼台之
恋》在海口市琼山区琼台书院开拍。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支
持，
南海网主办，
海南微时代文化传媒
策划推广，
主题为
“海南正能量”
。
据介绍，
《琼台之恋》讲述出身于

琼台福地的女主角梦田和男主角陈强
的爱情故事。梦田因公司派遣，从上
海回到故乡，
在重游琼台福地时，
邂逅
昔日恋人陈强，一段痛苦往事由此被

揭开。一段因为误会而结束的感情，
如今能否破镜重圆，
引发观众期待。
据了解，
《琼台之恋》还将在海口
琼台福地、五公祠、海瑞故居、鼓楼街

等名胜古迹取景拍摄，将全方位展现
千年古城府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氛
围。该片制作完成后，将统一放置在
南海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上展映。

入选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展演

舞剧《诺玛阿美》下月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 2 月 16 日讯 （记者卫
小林 郭萃）2016 年 10 月入选第十
一届中国艺术节展演的大型民族舞
剧《诺玛阿美》，将于 3 月 31 日晚在海
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这是记者今天从
演出承办方海南梦演艺获悉的。
据介绍，
《诺玛阿美》由云南省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
团精心打造，国家一级导演王舸和北
京舞蹈学院教授许锐担任总导演，两
人联合执导的代表作包括舞剧《红高
粱》
《骑楼晚风》
《徽班》等，在圈内享
有盛名。
“ 诺玛阿美”是哈尼语“太阳
之原”的意思，
“ 诺玛”指太阳，也指

心，
“ 阿美”指平原，
“ 诺玛阿美”也寓
意着美好家园之意。
记者了解到，舞剧《诺玛阿美》将
哈尼族的三个经典传说融入剧中，描
写了哈尼族先民很早以前就在美丽
家园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可是突
如其来的外敌入侵，打破了原有的安
宁与平静。哈尼族年轻英雄纳索临
危受命，带领族人走上了长途迁徙之
路，他在恋人戚姒和母亲的鼓励下，
终于成长为勇敢、有担当的哈尼族头
人。迁徙过程中，哈尼人也与其他兄
弟民族不断交融，最终大家同仇敌忾
共御外敌，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民

斯里兰卡中国电影节开幕
据 新 华 社 科 伦 坡 2 月 16 日 电
（记者杨梅菊）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
坡的斯国家电影公司 15 日被中国大
红灯笼装点得分外喜庆。傍晚时分，
许多在斯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纷纷赶
来赴一场与中国电影的约会——斯里
兰卡第二届中国电影节在此开幕。
开场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吸引
了中斯观众近百人，影片以明快活泼
的基调，讲述了一个叫熊顿的女孩与

癌症抗争的故事，幽默的镜头语言和
丰富的戏剧层次，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这部电影非常现代，
无论是表现
手法还是情节故事。以前我们看到的
中国电影大多都是古装武术。”
观影结
束后，斯里兰卡观众苏朗迪告诉记者。
本届电影节为期 5 天，其间播放
《大唐玄奘》
《不二情书》
《大圣归来》
《破风》等 8 部电影，向当地观众展示
中国电影和社会发展。

族英雄颂歌。
全剧共分 6 幕，包括“序——南
迁”、
“ 第一幕——烽火狼烟”、
“ 第二
幕——重建家园”
、
“第三幕——箭在
弦上”
、
“第四幕——背水一战”和“尾
声——诺玛阿美”。该剧融合歌、舞、
礼、乐、诗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现代
舞台艺术中的声、光、电等手段，为观
众呈现出了史诗般的叙事和撼动心
灵的舞台表演。
本次演出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
口市文体局指导，虽定位为精品文艺
演出，但其中含有大量 50 元、70 元的
惠民票，旨在让更多观众都能看到。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 （记者施雨岑）
《国家文物局 2017 年工作要点》近日印发，提
出将强化社会文物管理，加强中国流失海外文
物数据库建设，
推动文物追索返还取得新成果。
要点明确将新设 2 家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
管理机构，加强对自贸区、保税区文物进出境管
理与服务。制定涉案文物鉴定管理办法，编制
文物鉴定规程和民间收藏文物鉴定指导意见。
在强化文物安全监管方面，将深入开展打
击防范文物犯罪活动，建设中国被盗文物数据
信息发布平台；
继续实施文物平安工程，不断完
善高风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火防盗防破
坏设施；开展重点地区革命文物安全状况调研，
启动全国文物安全大数据建设。
国家文物局将继续实施文物平安工程，不
断完善高风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防火防盗
防破坏设施；开展重点地区革命文物安全状况
调研，
启动全国文物安全大数据建设等。

《欢乐好声音》
《上海王》
《完美有多美》

三部中外新片今天上映

舞剧《诺玛阿美》剧照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6月举行
新华社上海 2 月 16 日电 （记者
许晓青）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
16 日宣布，2017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将于 6 月 12 日至 26 日举办。其
中，第 23 届上海电视节 6 月 12 日至
16 日举办，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于 6 月 17 日至 6 月 26 日举办，电影
节比照往年增加 1 天。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

国家文物局：
将强化社会文物管理

霞介绍，此前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时
长均为 9 天，今年增加 1 天，是为了扩
大影片展映容量，进一步满足影迷观
影需求，此举也获得了国际电影制片
人协会认可。目前，电影节各项筹备
工作已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征片招
展活动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参赛
片、展映片的申报十分踊跃，数量已

超去年同期。傅文霞表示，这不仅反
映了全球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市场的
关注和信任，也证明了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继续提升。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还
宣布，组委会推出的“女人勇敢爱”纪
录片创投项目，已成功“孵化”出少数
民族纪录片《岗拉梅朵》等，将于今年
6 月电影节期间首映。

本报海口 2 月 16 日讯 （记者卫小林）虽然
情人节刚开画了三部新电影，但仅隔两天，又
有《欢乐好声音》
《上海王》
《完美有多美》三部
中外新片在 17 日这个周末同步上映，这是记
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
《欢乐好声音》是好莱坞动画大片，
由拍过《小黄人大眼萌》的美国环球影业出品，
该片 2016 年 12 月 21 日在北美上映，截至 2017
年 2 月上旬，全球票房已达 2.63 亿美元，在好莱
坞动画片中属中上等票房成绩。全片讲述一只
经营剧院的考拉巴斯特，为了振兴剧院生意而
举办歌唱比赛的故事。该片堪称动物界的“达
人秀”
和
“好声音”
，竟然用了超 80 首热门歌曲。
记者了解到，国产片《上海王》由上海电影
集团导演胡雪桦执导，包括《上海王》和《上海王
Ⅱ》两部，其第二部定于 3 月 16 日上映。这两
部影片都是讲述洪门的传奇故事。不过阵容不
俗，有胡军、余男、凤小岳、郭采洁、秦昊、何赛
飞、刘佩琦、曹可凡、多布杰、蒲巴甲等，喜欢看
上海滩黑帮故事的影迷们有得瞧了。
《完美有多美》也是一部国产片，虽然导演
是新人，但阵容也不错，有姜武、蒋勤勤、李乃
文、朱旭、沙宝亮等，剧情写汽车修理工程天乐
偶然得到一把能穿越不同世界的钥匙，但最后
却在奢华世界与温馨家庭之间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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