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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博物馆昨正式开馆
预计运营6个月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林诗婷）12月
11日，位于三亚大东海广场的电影博物馆正式开
馆，面向社会开放，这也是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该馆预计运营期为6个月，通
过图片、文字、视频等方式全方位展示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及文化，向市民游客
普及电影文化，丰富海南文化旅游产品供给。

当天，随着幕布揭开，集装箱造型的特色博物
馆惊艳亮相，时尚的设计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拍
照留念。据悉，电影博物馆的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电影主题展以“从星光点点到流光溢彩”为主题，
多角度展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现象级
影片、标志性电影人和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事件，
包括张艺谋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历、陈凯歌筹
备《霸王别姬》时的幕后花絮、中国第一家电影院
落成、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第二大票仓等中国电影
史中标志性人物及事件，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电影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取得的辉煌成
就，旨在唤起参观者对中国电影的时代情怀与集
体记忆，进一步展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文化意
义，丰富海南电影文化内涵。

“海南通过打造电影博物馆等丰富形式，打造
‘文化+旅游’新产品，生动呈现了中国电影、海南
电影发展历程，丰富了海南电影文化内涵，将电影
艺术惠及市民游客，让更多人感受到电影的独特
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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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国际影星尼古拉斯·凯奇现身电影博物馆开馆
活动并上台致辞，祝贺电影博物馆落成，并表示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与中国电影人展开深度合作。
他说，很荣幸能够来到风景怡人的海南岛参加这一
国际电影盛事，与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人互相交流、
学习，希望未来中美电影人能有更密切合作。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巩俐、章子怡等新一代中国女演
员亮相好莱坞，成龙、李连杰用中国
功夫征服全球影坛，宁浩、徐峥、文牧
野等新生代电影人书写票房神话
……这些具有标志性的电影人物及
事件，如何更好地走进民众视野？12
月11日，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通过
图文、视频等丰富形式尽展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为影迷、市
民游客了解电影文化打开一扇窗户。

当天11时许，三亚大东海广场上
人潮涌动，不少市民游客一大早便在
此等待，共同见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电影博物馆开馆。当国际影星尼古
拉斯·凯奇等国内外电影人代表共同

将红色幕布揭开，备受关
注的电影博物馆正式亮相，现场相

机快门声不断，媒体与观众迫不及待
地记录下这一重要时刻。

该博物馆以集装箱为设计理念，
双层集装箱体式建筑高达6米，占地
面积400平方米，红、黑主色调给人以
大气之感，在声、光、雾、纱幔等技术
与道具的巧妙融合下，营造出如梦如
幻的“光影世界”。电影放映机、电影
海报等道具设计富有巧思，令人沉浸
到独具魅力的电影文化氛围中。展
厅中，设有多屏展示墙，以LED镜像
形式，展示图片、文字、视频等内容，
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
展历程及文化。其中，360度响应式
LED屏是一大亮点，独特的影像呈现
效果，给影迷及市民游客带来极强的
视觉冲击力。

如何开启一段沉浸式电影之
旅？展厅以时间为轴，设计出观展路
线，依次呈现1978年至今的电影人、
电影事件及电影成果，各大屏幕面前

配有耳机，观展者可戴上耳机，通过
观看视频了解精彩的电影故事。此
外，展厅中还展出《唐山大地震》等国
内优秀影片中的特色道具，包括电影
中的服装、装饰品等，为观展者感受
电影独特魅力提供互动式、沉浸式的
体验。

据悉，1978年至今，中国电影发
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年产电影仅50多部，全国年票房不到
10亿元。如今，我国年产影片 700
部、年票房超过550亿元，电影市场资
本愈发活跃，投资结构逐渐优化，国
际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电影行业法律
体系逐渐完善。

策展人介绍，此次展览以“从星
光点点到流光溢彩”为主题，分为“萌
芽”“含苞”“争艳”“怒放”4个单元。
其中，“萌芽”单元展出了1978年北京
电影学院面向全国招生，中美、中日电
影文化交流以及金鸡奖创立等标志性
事件，《小花》《庐山恋》《芙蓉镇》《少林
寺》《城南旧事》《阿Q正传》《追捕》等

具有年代感的影片依次呈现，此外，还
有谢晋、李翰祥、陈冲、葛优、巩俐、李
连杰等老一代电影人的故事。

“没想到在三亚市中心能有这样
一个独具特色的电影博物馆，展馆光
影效果营造出的观展氛围非常棒，通

过观看视频、图片、电影史料，我们对
电影文化的了解更深入了。在海南
不断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努力下，居
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指数也
越来越高。”三亚市民王君说。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引发强烈反响

“星”光璀璨 未来可期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黄媛艳）众星

云集、舞台精美、特色浓郁……首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开幕式12月11日晚在三亚举行，引发了多
方关注。线上线下掀起多个与电影节相关的热点
话题，大众既聚焦电影节，也关注处于新发展机遇
下的美丽海南。

“星”光闪耀是开幕式的一大亮点。18时许
举行的红毯仪式，汇聚了数十位中外明星嘉宾。
温碧霞、马苏、孙茜、郭涛、王宝强、朱一龙、尼古
拉斯·凯奇等中外明星嘉宾走上红毯，引起现场
影迷的欢呼。“我是看着这里面好多明星的电影
长大的。”21岁的影迷许佳如在现场举起手机拍
个不停。

明星效应有效提升电影节的关注度。目前，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海南电影节”的话题讨
论度居高不下，#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话题阅读
量超过6000万，电影节参展片单、出席嘉宾、开幕
式直播等相关新闻掀起了多轮舆论热潮。

在新时代、新机遇下举办的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创新开放姿态，成为世
界了解中国、感受海南的窗口，全球电影工作者的
梦想、智慧，异彩纷呈地交汇在美丽海南这个长夏
无冬的度假胜地。

“12月还能舒适地穿着夏装走红毯，这样的
条件唯有海南具备。海南的气候、生态资源独一
无二，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给予海
南文化产业发展无限的机遇，天时、地利、人和中
诞生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未来可期。”游客章莘
认为。

“打个‘飞的’来海南看电影，随时随地来海南
洽谈关于拍摄、发行、电影衍生产品等产业链业
务，这些未来都有望实现。我相信依托电影节这
个平台，海南宜游、宜业的良好形象会有效传播，
海南有希望成为亚太地区电影业发展的核心区。”
常年从事电影行业的魏虞说。

开幕式有璀璨的“星”光，也有传承的感动。
红毯环节和随后的开幕典礼既展现了世界电影发
展的最新潮流，体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
的发展成就，也诠释了中国电影对传统国粹的深
深敬意。来自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
剧院的多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陆续走上红毯，并登
台表演，引发了现场京剧爱好者的热烈掌声。“如
此近距离地与喜爱的京剧艺术家接触，感受中华
文化的传统魅力，是一份幸运。电影与京剧的巧
妙融合，是一种传承，也是创新与发展。”电影节志
愿者罗逸灵说。

众星汇聚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文化盛会“印制”自贸区国际新名片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孙婧

12月 11日晚的三亚海棠
湾星光熠熠。众多中外电影表
演艺术家、剧组主创人员、影视
机构及文化文艺界代表齐聚首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共襄盛举。

近1个小时的开幕典礼上，
多位嘉宾介绍了本次电影节各
主题单元活动，炫丽的歌舞表
演为出席嘉宾带来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开幕式演出。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重头戏
之一，当晚的开幕式备受瞩目，
而这场汇聚众多影人、充分结
合中西元素的开幕式也再一次
向世人展示了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的光影魅力，让人们对
随后的电影节活动充满期待，
也让不少电影人近距离感受到
海南电影业发展成果以及经济
特区发展的新风貌。

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
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精神的重要举措。在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之际，全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海南选择以这样一场电影
文化盛事展示文化新姿态，将以丰
富的内容和活动推动海南电影产
业发展，同时也为海南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培育新业态。
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透过电

影与世界对话”，电影元素是贯穿
整个开幕式始终的元素。富有创
意、科技感十足的舞台上，设计人员
利用胶片元素体现电影主题：树立
在舞台两侧的屏幕被装饰成电影场
记板的造型；舞台上方，金色的“电
影胶片”飞翔环绕，凸显出流金岁月
般的氛围。

开幕式上，嘉宾们就电影节各主

题单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涵盖8
个展映单元的国际影展、云集中外重
量电影人的国际电影论坛……数十
场活动体现了海南对电影业发展的
重视，对与世界对话的期待。美国著
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在现场提到，
中国拥有强大的电影市场，也拥有无
穷的电影魅力。此次来到海南让他
印象深刻，海南拥有优质的电影取景
资源，他期待未来与更多中国电影人
合作，在海南拍摄电影。

在中国拥有高人气的哈萨克斯
坦歌手迪玛希以一首经典歌曲《我心
永恒》为开幕式助兴。这首经典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仿佛也在向
观众们讲述电影——这一跨文化的
艺术形式的“永恒”。据开幕式导演
马文思介绍，在迪玛希的表演中，开
幕式导演组还使用了当前舞美设备
领域中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透明冰屏，
既能营造科技感和纵深感，还能同表
演嘉宾进行互动。

当晚，著名导演谢飞在舞台上激
动地说道：“海南岛有了自己的电影
节。”他用“热烈、休闲、浪漫”描绘自
己对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印象。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海南
创办的全新电影节品牌。凸显海南
特色，讲述海南故事，也是开幕式以
及此后电影节活动努力的目标。

舞台上，代表海南特色的三角

梅和海洋的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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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瓣花，
这也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主要形
象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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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陈在舞台
的四周，形成海浪涌上沙滩时层层
叠叠的包围感，体现海南岛四面环

海的意象。置身于场内，来自世界
各地的电影人们也被这浓郁的海岛
氛围所感染，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

由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红色主
题芭蕾舞在“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旋
律下将人们带入这一光影盛典，也牵
动着现场观众回忆起上个世纪海南
的电影情缘。

《动物世界》《101次求婚》《杀破
狼》等曾在海南取景拍摄的诸多电影
片段被混剪成一段视频短片《电影中
的海南印象》在开幕式上播出，海口
世纪大桥、三亚天涯海角等具有标志
性的地点一一出现，现场观众通过这
段视频短片不仅了解了海南的拍摄
资源，也看到了海南大力发展电影业
的信心。

作为电影节的绚丽“开场”，开幕
式是国内外电影人此次到海南的初
次聚会，也是一场共话电影发展文化

盛会。不少电影人、文化
文艺界代表

以及影视企业负责人都期待从中有
所收获。

别具一格的开幕式给到场嘉宾、
印度一影视公司负责人萨黑尔·塔瑞
尔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开幕式的内容设置得十分紧凑，

来自中国以及国际上的知名
艺人的表演也十

分精彩，特别是舞台的整体设计夺人
眼球，通过这场开幕式，他对电影节
接下来的活动有了更多期待。

这场开幕式也吸引了诸多国内
外媒体前来报道。海南日报记者了
解到，有240余名记者在开幕式现场
进行采访报道，旅游卫视也对开幕式
进行了直播。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国际风范 让电影绽放无穷魅力

本土元素 让世界加深海南印象

绚丽开场 让嘉宾期待更多精彩

电影博物馆多种形式营造“光影世界”

中国电影，从星光点点到流光溢彩

12月11日，观众在电影博物馆内参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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