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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面对聚焦在身上的镜头和灯光，
摄影师王怀忠有些紧张。

即便身兼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
员、海南省老摄影家协会会员，讲授
摄影技巧已有10余年之久，他还是
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摄影棚里
只听得见他的独白，电视那头却可能
有千万双眼睛注视着他。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表达，大家
是否都能听得明白。毕竟，观众之中
虽有资深摄影爱好者，但更多的是对
这门艺术不曾涉猎或一知半解。

如何把课讲得深入浅出，让群众
喜闻乐见，是参与录制电视教学栏目
《群文视界》的老师都要面对的难题。
我们有些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栏目？

优秀群艺成果应“走出家门”

去年，省群众文化艺术馆做了一
次调研，发现在以标准化、均等化为
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过程中，很多基层文化馆机构不
健全，专业技能欠缺，服务能力偏低。

“专业技能欠缺、人才匮乏这一
点尤为明显。”《群文视界》栏目制片
人、省群众艺术馆艺术研究室主任姜
影观察到，“每次，省群艺馆组织专业
培训，无论是什么门类的，总是那几
个人参加。他们之中有的是专业对
口的，但更多的是因为找不到专业对
口人员，只好自己硬着头皮来学的，
这样的培训效果当然不好。”

学不好，回去也教不好、组织不
好、普及不好。省群艺馆副馆长谢锋
补充，普及不好的另一原因是平台有
限。近几年，各市县群艺活动层出不
穷，但真正参与其中、分享快乐的群众
只是很小的部分，“你想想，一个培训、
活动或比赛能容纳多少人参加？”

并且，由于我省数字化文化馆的
建设起步较低，省和市县之间的优质
资源无法做到有效共享，许多优秀的
群艺活动成果还“走不出家门”。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让文化艺术
真正惠及、感染广大群众，成了省群

艺馆亟需考虑的问题。《群文视界》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姜影介绍，《群文视界》是一档创
新型艺术教学节目，目的是发挥省群
艺馆在引领行业发展，带动全省文化
馆建设方面的龙头作用，充分利用电
视媒介平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面
对全省进行艺术教育。4月1日，《群
文视界》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
道播出首期。据悉，节目将在今年内
陆续播出40期，包括舞蹈、美术、书
法、摄影、琼剧、群星微课堂等内容。

王怀忠为了讲好这几堂手机摄
影课真是下了不少功夫。课前，他认
真准备了摄影基本概念课件，精心挑
选了多幅精彩照片辅助讲解，又专门
了解了当下多款热门手机的摄影功
能，还下载了10款主推照片编辑功
能的手机软件，经过反复测试后确定
以其中一款用于教学。

省群艺馆文艺部负责人、省舞

蹈家协会副主席罗小珠为了做好广
场舞教学工作，带领团队到市县采
风，把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
艺术元素进行整合，创作了《织锦
舞》《平安舞》等一系列热情洋溢、通
俗易学的海南原创广场舞。

让老百姓与名师“面对面”

《群文视界》的教学内容涵盖了
书法、美术、戏曲等多个门类，绝大部
分群众都能由此与名师“面对面”，学
到自己感兴趣的艺术课程。

对于节目前景，谢锋十分看好
——以电视作为媒介，每一期节目都
能够实现乡镇、家庭的全覆盖，乐观
估算，节目中呈现的教学内容每年可
普及300万至1200万人次，普及率
是全省各级文化馆通过举办各类活
动普及人数总和的15倍还多。

受众反馈如何？罗小珠说，广场
舞部分教学内容播出后，应观众要
求，又将海南原创广场舞系列教学视
频上传至网络，点击率很高。

姜影也说，从去年10月栏目筹
备以来，就有许多省内甚至省外名师
闻讯而来，自荐要参与节目的录制。

谢锋相信，只要根植于群众、为的
是群众，高雅文艺一定能够走下殿堂，
在街头巷尾落地生根，其中的优秀本
土文化也一定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

阎崇年：

要重视海南
的“海洋文化”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4月5日，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阎崇年教授受邀来琼参加“第九届海南书香节名
家海南行”活动，并在两日内，连续举行三场主题
讲座，向海南读者分享国学修养与人生智慧。

阎崇年将国学智慧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在他看来，“修齐治平”常被儒家知识分子
视为人生信条，就是要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
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所谓“正人必先正己，治国
必先齐家”。

提及传统文化，阎崇年认为海南的传统文化
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传统文化有两翼，就像鸟
儿有两个翅膀，才能飞得高飞得远，这两翼就是学
术与大众。”阎崇年称，从学术上讲，从宋代苏东坡
来到海南之后，海南文脉积淀逐渐深厚，开始有了
进士；从大众文化上看，海南有黎族文化，黎族的
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等都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阎崇年认为海南不仅从来都不是“文化
沙漠”，且在近年，海南文化气氛越来越好，每次来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仅有各种特色书店，读者
既热情又层次丰富。”阎崇年坦言，当看到演讲现
场座无虚席，甚至有读者站着听完全场，令他大为
感动。

身为历史学者，阎崇年不仅关注过去，还思
考着未来文化发展。在他看来，海南文化的价值
一直被低估了，而他重视海南文化，正是因为他
重视“海洋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有五种基本经
济文化类型，即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
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海南能看作海洋文化的
代表之一。”

阎崇年回忆自己几年前就曾到过海南，看到
蔚蓝的大海，不禁感慨“三千年中华文明史给了我
们重要启示，就是要重视海洋文化。”他说，在未
来，海南海洋文化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海南省作协又添新会员
本报讯（记者杨道）日前，记者获悉，经海南

省作家协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审议批准，2017年共
发展省作协新会员30人。

他们分别是：黄孙赫、陈耿、张德明、文欣
益、邓钰、李晓、王文照、黄文捷、石晓岩、李宁、
林叶、段万义、陆小华、廖堃、张志武、黄泽超、王
昌雄、杨福果、王谨宇、杨伟杰、吴小花、钱翰涛、
王勤、郭文莲、欧大望、刘霞、陈奋、陈瑞福、徐永
清、王业养。

4月1日开播以来，电视教学栏目《群文视界》获好评

让艺术在街头巷尾落地生根

这些新电影院冒出的速度有多
快？通过海口市的变化可窥见一
二。

一份来自海口市文体局的数据
显示，目前海口共有26家电影院，
累计有175个放映厅。去年年底开
业的海口万达影城海航日月广场
店，更是海口电影院中的“巨无霸”，
影院整体占地近20000平方米，有
14个影厅，可同时容纳近2400余
人观影的座位。

而在票房方面，去年海南各市
县票房收入表现突出的依旧是海口
市和三亚市“两大巨头”，前者揽金
2.26亿元，贡献了全省59.16%的票
房；后者票房收入约为8178万元，
贡献了全省21.4%的票房。在全省
票房收入中，二者占据了80%以上。

迅速入驻、上档次、影厅多、排
片多、视听感受好……是人们对“新
电影院”的直接感受。在看到不少

“新电影院”开张的同时，也有人疑
惑：原来的老电影院都去哪儿了？

“一些老电影院由于技术跟不
上、建筑老化等原因已被挪作它用，
一些则被改造后仍放映电影，比如
乐东数字影城就是原来乐东老电影
院改的，现在的琼山影剧院也还放
电影。”在采访时，有文体部门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原来老电影院
除了放映电影外，主要还被用作礼
堂、会议场地，和现在标准化的数字
电影院并不相同。

猫眼电影的数据显示，琼山影
剧院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
的年票房分别是26万元、20.1万元
和9.8万元。虽然数据搜集有限，但
其中仍可发现一些规律性现象。据
介绍，部分被改造后继续放映电影
的老影院，在电影功能定位上不突
出，甚至会有种非驴非马的功能定
位，发展难见起色。

海南电影市场近年惊喜不断，电影票房逆势而上，市县沉寂多年的
老电影院积极改造，新增影院初露锋芒，一派欣欣向荣的复苏景象

海南电影院，东风随春归 据统计，2016年我省实现电影总票房3.82亿
元，比 2015 年的 3.54 亿元净增 2920 万元，在
2015年已经大涨63.8%的基础上再增8.25%，增
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多。

“电影产业属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
污染小的产业，是海南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电影也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常见的形式之
一。”影视传媒行业从业人员、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百姓代表陈启说，随着各大院线电影院在
各市县遍地开花，海南城乡居民看电影难、文化娱
乐生活单一等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市县电影市
场细分人群也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观影人群不断扩大，“小镇青年”成为
许多电影院及周边复合消费瞄准的重要人群之
一。2015年起，“小镇青年”的概念频繁现于媒
体。这个概念多指二线及以下城市、县城、乡镇
中19-30岁的电影观众，他们年轻、有一定的消
费能力。

甚至有机构专门针对“小镇青年”的观影习
惯、类型偏好等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把目标受
众定位在“小镇”的电影投资方、影院投资方提供
参考和指导。

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将“小镇青年”、电影院投
资作为“掘金”的下一座金矿之时，也有人冷静分
析这一市场的发展前路。

“多家电影院几乎同时一拥而入同一个市
场，表面上看红红火火，但必须冷静看到它背后
的暗流。”有业内人士认为，影院的快速增长不
一定是件好事，“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规划建设，
对点的布置要有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出现
恶性竞争。”

此外，在人口有限、消费有限的地区，人们观
影习惯养成需要一个过程，这就要求影院要保持
自身活力，在市场竞争中寻找突破口，同时地区电
影市场要避免形成局部过剩。

海口市电影公司一位老电影人认为，看电影
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形式之一，在追求其经济效益
的同时，更要凸显其社会效益。

影片结束，灯光亮起，被故事击中的时光总是
很美。而从电影回到现实，海南电影院之路不应
止步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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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光亮、音响
……电影院里，影像来
了又消失，观众们坐在
黑暗中，打开视听感受，
寻找故事的节拍。

电影院是个制造惊
喜的地方。在刚刚过去
的一年，海南电影市场
同样充满“惊喜”——电
影票房逆势而上，增幅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
多；关闭、沉寂多年的各
市县电影院，开始重新
打造，儋州、东方、五指
山等市县的新增电影院
初露锋芒，让当地群众
轻松享受电影“娱乐大
餐”。

细心的人会发现，
近两年来，各大院线电
影院陆续入驻我省各市
县，电影院数量悄然增
加，带动一方电影消
费。这背后并非只是电
影市场的风云变化，其
中还有电影行业在技
术、产业、文化和政策影
响等方面互相作用的复
杂关系。

与此同时，有业内
人士提出“要看到这‘红
红火火’背后的暗流”：
海南如何实现电影院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进行合理布局和规
划建设、如何释放群众
电影文化娱乐的消费能
量等等，都是一系列要
思考的问题。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3月9日晚，许泓和女朋友看完
《金刚狼3》，牵着手走出八所尖峰影
城。看场夜间电影，对于这位东方
市90后小伙而言稀松平常，“想看
就过来了，一张票的事”。

除了尖峰影城，东方市还有另一
家电影院——华人国际东方影院。这
家同样“年轻”的影院，2015年贡献了
624.5 万元票房，去年这个数字为
635.5万元。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影
院在2015年2月开业，一共有5个影
厅、730多个座位，目前影厅全部开映。

这两家电影院之间车程相隔10
分钟左右，许泓常看电影，对路线并
不陌生。但他没注意到的是，近几
年，伴随着一些购物、餐饮等品牌商
家进驻家乡，包括尖峰、华人国际东
方影院的陆续开张，自己在文化娱
乐等方面的消费，与父辈之间有着
很大不同。

许泓习惯通过相应的手机APP
购买电影票，提前锁定影片、放映场
次等，点点指尖就买票；与之相应的，
他也更习惯现在电影院里的大银幕、
舒适座椅，以及3D观影体验。但他
的父辈们，怀念的是“以前铁路工人

俱乐部的电影院”，但很可惜，这样的
老电影院已被淘汰。

“一般节假日和周末人比较多，
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年轻人，或者是
带着孩子的父母。”在儋州市夏日广
场中视国际影城工作的小黎，习惯
观察影院里的人流变化。

据猫眼电影统计，刚过去的3月
份，儋州夏日广场中视国际影城在
月初到月末的四个周六，日票房收
入分别为3.8万元、2.7万元、3万元
和3.9万元；在同月的四个周一，日
票房收入分别为1.2万元、6062元、
6978元和1.4万元。看电影需要充
裕的休闲时间，周六双休日时段观
众数量总体多于周一工作日时段。

实际上，许泓和小黎的“习惯”，
是随着近年来新电影院出现形成的。

2013 年，全省 18家电影院有
14家集中在海口和三亚，剩下的4
家电影院分别分布在琼海、文昌、澄
迈和儋州。

而目前，全省共有64家电影院，
总数与四年前相比已翻好几倍。越
来越多的新电影院在各市县“落地开
花”，出现在人们的家门口。

新电影院
多市县落地开花1 老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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