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到2018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星空”光影更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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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晚7时许，夜幕降临，在三亚大东海畔，屹立
在沙滩上的大荧幕光影闪烁，围坐一圈的观影者
仰头，观看一帧帧无声的光影画面。荧幕一侧的
舞台上，几名乐手使用吉他、架子鼓等现代乐器，
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相应演奏，为观影
者带来现场配乐表演。当天，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国际影展“沉默之声-默片现场配乐单元”正式开
启，默片《一串珍珠》创新结合现场配乐惊艳亮
相，为影迷朋友带来一场“无声胜有声”的默片观
影新体验。

当晚，伴随着阵阵涛声，在观众期待下，《一串
珍珠》开始放映。随着人物出场、故事发展，乐声随
之“亮相”，4名乐手用富有节奏的鼓点、简单明快的
吉他旋律，迅速将观众带到黑白影像世界之中。

“默片画面结合现场配乐，用现代表现形式
展示经典的黑白老电影，用创新手法表现传统影
片，让我感受到了多元素碰撞、交融的电影文
化。”三亚市民刘少珠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影展期间，大东海沙滩影
院还将为广大影迷朋友带来中国的《神女》、日本
的《雄吕血》2部默片，主办方同样邀请了国内外优
秀配音演员、音乐家现场为影片配乐，通过音乐形
式诠释影片故事，为默片带来观影新体验。

记者探访开幕式彩排现场——

舞台创意展示“海韵未来”

■ 本报记者 孙婧

柔和的蓝紫色灯光穿透空气，偌大的展
厅里，光影效果制造出深邃空灵、充满科技
感的现场气氛。场地内，1000张白色的椅子
面朝舞台摆放着，最前排有数名导演坐镇，
指挥着台上的演员们进行开幕式联排……
12月10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提前到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举办地三亚海棠湾保
利瑰丽酒店探访，只见会场内各岗位工作人
员和群众演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联排。

立体、创意、科技感和富有海南元素，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对开幕式舞台“海韵未来”
的初印象，在舞台上，代表海南特色的三角
梅和水的元素经过舞美设计后有了奇妙的
呈现：前者与金色胶片融合，化成一朵缓缓
旋转的动态三瓣花；而水的元素则体现在，
设计团队用框架与碧蓝的彩灯装饰搭建出
水分子的结构体，并铺陈在舞台的四周，体
现出海南岛四面环海的意象。

电影节的开幕式，当然少不了有关电影
的象征符号。立在舞台两侧的屏幕，装饰成
电影场记板的造型。舞台上方，则用金色电
影胶盒作为起点，让金色的电影胶片，如飘
带一般飞翔环绕整个舞台的上方，凸显出流
金岁月般的电影氛围。

“我们还使用了当前舞美设备领域中具
高科技含量的透明冰屏，营造出科技感和纵
深感，并且还能与表演嘉宾进行互动。”开幕
式总导演马文思说。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12月 11日，备受瞩目的首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三亚开幕。作
为一个全新的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
节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电影人前
来参与。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是
海南多年来经济文化发展积累的成
果。上世纪50、60年代，就曾有多部
经典影片在海南取景，让海南与电影
结缘。2005年，三亚举办了中国电影
诞生百年庆典活动暨第14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这一中国电影界的文化
盛事。

如今，海南与“电影节”的故事再
续新篇，正如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符宣国所言，电影节
以丰富的内容和活动推动海南建设国
际电影岛的同时，也为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培
育了新业态。

相比以往，今天的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以更加开放、时尚的形象展
示在世人面前。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
采访多位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庆典活动
暨第1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
典礼的亲历者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提
到，海南能够拥有自己的电影节品牌，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13年不懈的电影追求，两大电影
节盛事上下传承，掀开了海南电影业
的新篇章。

美丽三亚引来“金鸡”“百花”

2000年初的三亚在积极推动旅
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寻求提升知名
度的好方法。从1997年开始，三亚曾
两次申办过金鸡百花电影节，但却因
未能通过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严格考察
而失之交臂。当时电影家协会认为，
三亚举办电影节的软硬件还不成熟。

2003年开始，三亚发力“美丽经
济”，世界小姐总决赛的落户让这个曾
经的边陲小镇成功吸引了世界目光。
成功举办世姐赛后，三亚市委、市政府
希望可以引入更多专业化、高水准的
国际活动，于是，申办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特别是当大
家了解到，2005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适逢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电
影节将被纳入百年庆典系列活动中，
隆重庆祝这一特殊历史时刻。

2004年6月，三亚市正式向中国
电影家协会递交了申办报告。当年9
月，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
典礼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
组委会宣布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庆典活
动暨第1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
于海南三亚举行。在时任三亚市委副
书记、副市长张琦的统筹下，电影节工
作小组开启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当年，三亚有不少的竞争对手，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三亚，一个重要原
因是三亚已经具备了承办大型活动的
能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大型活动部原
主任周建萍说，事后证明，他们没有选

错。“当年，三亚市委、市政府和广大群
众对这场活动的重视和执着，让我看
到了三亚的魄力、执行力。我相信，也
正是这样的执行力促使海南能够成功
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全方位的保障、优越的硬件设施，
今天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依托着海南
过去30年中在文化、旅游等方面取得
的成效，扎实筹备。

回想当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竞技体育处处长，时任三亚市国
际旅游会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
理刘平久说：“因为是百年庆典，所以
中国电影界的名人基本都来了。公司
要负责安排300多位重磅嘉宾的食住
行。三亚的酒店等各类资源也有限，
这就为公司带来不小的压力。”而今
天，靓丽的国家海岸——海棠湾已遍
布国际五星级酒店，为电影节的举办
提供了保障基础。

开放海南“启发”电影节创新

置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30年
来，海南发扬特区精神，注重激发市场
活力，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

2004年，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康健民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选择三亚
举办当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除了这
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已经具备的大型
活动承办经验外，最吸引他们的一点，
是三亚提出完全市场化运营、以全新
面貌打造世界级电影节的思路。

长期以来，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主要依靠政府扶持，并未实现市场化
运营。身处文化产业发展大浪潮中，
中国电影家协会也一直在寻求突破，
以此保持电影节的生命力。三亚提出
的完全市场化运营可谓正中其怀。

随着产业发展的日益成熟，今年
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以市场化运
营，以“电影文化+”在海南建设自贸
区的过程中助力文旅产业融合。

作为经济特区，海南的“开放”不
仅仅体现在市场化上。“当年的三亚虽
然在承办经验上有些薄弱，但它却独
具国际风格，把传统的金鸡百花电影
节办出了国际范、时尚风，可以说，三
亚的国际化也影响了之后金鸡百花电
影节的风格。”周建萍介绍。

绚烂光影“助燃”海南文旅产业

这两天，走在三亚街头，充满海岛
风情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报广
告随处可见，不仅如此，电影节设置的
多项活动也都在凸显海南特色。

风格在变、视角在变，不变的是对
文化的致敬与传承。2005年的第14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不少海南
特色也令人难忘。

“因为是在海南举办，我们的金鸡
百花奖颁奖典礼开奖音乐特别选择了

‘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旋律，并将它重
新编曲。”周建萍记忆犹新，她说，经典
旋律一响起便将台下的老中青三代电
影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举办
经验加之海南越来越高的国际化程度

让海南可以办出更为精彩的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

今天，当康健民再次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他说，电影节的举办具
有短期和长期效应，它可以推动地方
基础文化建设，促进民众对电影文化
的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主办地吸引来
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

回顾2005年的这次电影盛会，多
位受访者表示，中国电影诞生100周
年庆典活动暨第14届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颁奖典礼在海南的举办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

“可以说，中国电影新百年的起点
在海南。”在时任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主
任周雄看来，200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举办“联通”了海南与中国现代电影
业的发展。

“观澜湖电影公社、长影环球
100……这些成果并非是无水之源。
海南现代电影产业的发端正是从当年
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始的。”刘平久
说。逐步成长的产业基础为首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打牢了基础。

面向公众的八大单元展映，云集
中外电影人的高端论坛，用康健民所
说的“效应”衡量2018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它正在创造更为广泛的影
响力。“时隔13年，如今，中央12号
文件支持海南举办国际电影节，我为
海南抓住了机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希
望海南办出一届精彩的国际电影
节。”康健民说。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

观看默片新体验

现场配乐为影片“伴奏”

探
营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徐
晗溪）12月10日，距离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还有一天，《龙凤呈祥》等5
部京剧电影的预热展映备受关注。电
影节开设的京剧电影单元为普通观众
走近京剧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这对于传承国粹，宣扬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京剧早就与电影结缘，中国电影
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由谭
鑫培主演的京剧电影。”海南大学人文
传播学院影视系青年教师汪荣认为，京
剧电影在主流院线上比较少见，本届电
影节的京剧电影展映，不仅能让大众进
一步了解京剧文化，也有利于京剧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推广。

“国际电影节的导向性很重要，不
同的国际电影节都有各自的艺术定
位，比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就与美
国奥斯卡金像奖的审美趣味有很大区
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宋明

翰的电影作品曾入选2002年法国克
莱蒙费朗国际电影节。他认为，电影
节与影人是相互成全的关系，一些优
秀影视作品凭借国际电影节走向世
界，一些导演、演员也会因为电影节获
得国际性声誉，海南想办好国际电影
节，也要做好电影节的文化定位，以吸
引更多的影人参与其中。

京剧是中国传统故事的重要载
体，电影和电影节则是现代文化的体
现和象征。“目前国际电影节已有不
少，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虽然起点高，但
只有突出特色，才能在众多电影节中
大放异彩。”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曾庆江
认为，如果海南电影节以各国传统文
化为前提和定位，向国际表达出“中国
故事和世界故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理念，必将在各民族国家产生强烈反
响，提高国际影响力。

“京剧电影是在京剧表演艺术和
电影艺术基础上的一种融合创新，把

京剧用电影的视听语言进行二次艺术
加工，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
到重要的传播作用。”海南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院长胡凯认为，
京剧电影或可对海南电影人起到示范
启迪作用。

戏剧是文化载体之一，海南琼剧
《红叶题诗》也曾被搬上大荧幕。胡凯
表示，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
开设京剧电影单元，对《龙凤呈祥》《霸
王别姬》《秦香莲》《穆桂英挂帅》《谢瑶
环》等优秀的京剧电影作品进行展映，
不仅有利于体现中国特色、树立中国
风格，还可鼓励海南影人创作琼剧题
材的影视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文
化、体验琼剧魅力，为传统地方戏曲的
传承发展开辟出一个新渠道，在不断
提升电影节影展参展作品品质的同
时，还能逐步扩大电影节的国际知名度
和美誉度。

用京剧唱响中国故事

京剧电影成电影节一大亮点

电影节开设京剧电影单元，为普通观众走近京剧电影提供了平台。图为
观众在三亚1+X红树林影城观看京剧电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2月10日，电影节开幕式彩排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