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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以电
影人的身份回到家乡参加国际电影
节，我感到十分自豪！我希望通过
推出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向世界
讲述海南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文
化。”12月11日，海南籍好莱坞演员
吉飞龙现身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电影事

业发展。
作为登上好莱坞荧幕的海南电

影人，经过多年在“电影圈”摸爬滚打，
吉飞龙逐渐从一名“跑龙套”群众演员
成长为具有知名度的好莱坞电影演
员，先后在《孪生密码》《父亲》等美国
电影中担任主角，通过荧幕向世界展
示“海南形象”。

“海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天
然摄影棚’，滨海、森林、乡村、城市等
丰富场景能为不同电影提供多元化的
拍摄地选择。近年来，随着《巨齿鲨》
《冲出亚马逊》等多部电影作品在琼取
景拍摄，海南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吉
飞龙说，此次海南举办国际电影节，将
多角度展示海南电影产业发展的成
果，并通过打造国内外优秀电影人交
流对话的平台，促进电影文化碰撞与
发展，以品牌节庆为契机吸引更多的
电影制作团队聚集海南，创作拍摄出

“海南出品”并能影响全球观众的电影
作品，带动电影创作人才向高质量发
展，为海南发展电影产业、文化事业创
造有利条件。

据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展中，多
部优秀海南电影作品受邀参展成为一
大亮点。本土电影如何走向世界大舞
台，也成为吉飞龙的关注焦点，他说：

“一方面，海南要利用先天自然资源优

势，招商引资打造影视摄影棚、录音
棚、后期制作基地等全产业链配套设
施，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电影产业发展，
规范与电影产业发展相关的行业服务
规范性细则，同时，还可以通过成立电
影服务性机构、设立电影发展基金、举
办电影电视剧创作夏令营等多种途
径，优化海南的电影创作环境，使海南
电影产业与国际资本、资源对接时更
加便利、灵活，助力电影产业发展。”

此外，在吉飞龙看来，电影产业发
展的关键在于“人”。“电影产业是靠人
来进行创意创作的艺术产业，人才是决
定电影品质的关键。”他说，海南需要积
极培养电影、文化方面人才，与好莱坞
等电影产业发展前沿地区的优秀艺术
创作人员交流学习，吸收优秀技术力量
及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的经验，逐渐构
建起完整的海南电影产业链条。

“借力优势资源，在政策优化、人
才聚集等多重努力下，未来海南将有
望成为电影新高地。”吉飞龙非常看好
家乡的电影市场，他正在筹备中美联
袂打造的电影《传奇公使》，影片改编
自旅美艺术家张泽川的传记小说《檀
香花环》，该作品将在海南取景并面向
全球发行，届时，海南形象将通过更多
大荧幕登上世界舞台。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本报三亚 12月 11日电 （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乔敏瑞）首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于12月 11日在三亚
开幕。作为海南举办的一次电影
盛会，本届电影节通过设置海南新
力量本土影片展映等多个环节体
现本土特色。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组委会了解到，我省多位文化文
艺界人士也积极参与到电影节各
项活动中。

“海南积极推动电影全产业链发
展，借助电影节，文化文艺界人士也
迎来新的机遇，不断挖掘本土电影业
的潜能。”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
联主席，本届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
孙苏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突出“全
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
链”的电影节新模式，打造“永不落
幕”的电影节，而要实现“永不落幕”
就要依靠本地影人，培育行业、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就在电影节开幕前夕，一个令
海南电影人振奋的消息传来。由海
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

影集团公司、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联合摄制的电影《旋风女队》荣获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奖项。
海南一品天成影业有限公司导演、
编剧张品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对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抱有很
大的期待：“电影节的举办对海南本
土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是一个激励和
推动。首先，我们本土电影人可以
借助这一国际性平台与国内外影人
交流，向他们借鉴、学习；其次，国内
外电影人也将通过电影节了解到海
南丰富的影视拍摄资源。”张品成认
为，电影对旅游的发展有着很强的
促进作用，本地电影人要借助海南
的优势资源、电影节平台不断挖掘
本地文化资源，讲述海南故事，传播
海南文化。

海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鞠斐参加了此次电影节，他认为，对
海南而言，电影节的举办将会带动影
视产业交易、吸引创业项目投资，海
南影视产业无疑是受益者。“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在今后的发展中如果可

以设置本土单元奖项，对本土剧本的
评奖将会激励海南影视作品的创作
和影视产业的发展，是整体提升海南
影视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电影
节举办后，如何实现本土影视剧剧本
与国内其他影视企业对接是要落实
的问题。相信电影节带来的作品和
机遇将为海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鞠斐说。

作为我省重要的互联网文化企
业之一，爱奇艺海口创意中心近两
年来持续关注海南年轻影视企业的
发展，搭建合作平台。爱奇艺海口
创意中心总经理薛登也十分期待首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带来的成
效。他说：“电影节本身就是一种文
化产业活动。因为电影节具有极强
的娱乐性、话题性，它可以有效地和
海南的文旅产业进行互动，带来巨
大经济新增量。同时，电影节必有
的交易、发行环节，本身蕴含了强大
的商业价值，大量的影视行业买家和
卖家在这里高密度聚集，进而产生规
模效应。”

戏剧与电影“联姻”，这种尝试早
已有之。1905年，中国摄制的第一部
无声片《定军山》，实际上是京剧老生
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片段的记录
片；1954年新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彩色
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戏曲片。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影视系青年教
师汪荣博士认为，戏曲电影是中国电
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叙事艺术
和民族风格是戏剧电影的表征，带有
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质。

比如，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
台》、沪剧电影《星星之火》、京剧电影
《白蛇传》和《廉吏于成龙》都曾在业内
有着很好的反响。“当年越剧电影《红
楼梦》放映，曾经催生了无数越剧迷。”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曹

量教授认为，电影的“放大作用”，对其
他艺术样式的推广与普及具有无可替
代的功用，一些90后年轻人虽然从来
没有接触过京剧，但很可能通过观赏
京剧电影激起对京剧的向往和热爱。

对许多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90
后”来说，刁德一、阿庆嫂与胡传魁的

“智斗”是陌生而遥远的“老黄历”；对
许多海南人来说，字正腔圆地唱京剧
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海口“90后”
市民潘曼玉就是看了徐克导演的《智
取威虎山》爱上京剧，从而去学唱京
剧。她说，本届电影节在家门口展映
京剧电影，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像她一样可以通过电影感受到京剧
艺术魅力。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本地文艺界人士期待借电影节搭平台、挖潜力

讲述海南故事 传播海南文化

海南籍好莱坞演员吉飞龙：

未来海南有望成为电影新高地

12月11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三亚
开幕。电影节组委会为影迷准备的8个展映单元
中，国韵——京剧电影单元成为了关注热点。《龙
凤呈祥》《霸王别姬》《秦香莲》《穆桂英挂帅》《谢
瑶环》等5部京剧电影在京剧电影单元展映。

1918年，杨小楼、尚小云排演《楚
汉争》。剧本后经压缩，由京剧名家杨
小楼与梅兰芳合作，更名《霸王别姬》，
于1922年首演，轰动一时，成为梅派
代表剧目。1955年，年逾六旬的梅兰
芳又主演了同名京剧彩色电影，将虞
姬至情至性的动人形象定格于银幕
上，成为菊坛经典。

半个多世纪过去，电影技术日臻
成熟，在全国京剧界、电影界艺术家的
积极投入、通力合作、辛勤耕耘下，国

家重点文化工程——“京剧电影工程”
历时7年，成功推出了《龙凤呈祥》《霸
王别姬》《状元媒》《秦香莲》《萧何月下
追韩信》《穆桂英挂帅》《谢瑶环》《赵氏
孤儿》《乾坤福寿镜》《勘玉钏》等10部
影片。

其中，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是首
次以全本的形式登上大银幕，由著名
京剧表演老艺术家尚长荣和正值盛年
的“梅派青衣”史依弘领衔主演，原汁
原味地再现这一传统经典。

将京剧搬上银幕，其实有点“吃力
不讨好”。舞台方寸之间一唱三叹，时
空交错，机关布景，手段有限。即便有
点缺失，观众均可理解与原谅。但是
拍成电影就不一样了，观众不会满足
于舞台上的“假人假景”，要震撼他们
得有更具冲击力的画面。于是问题就
来了：从折子戏到全本，从舞台到银
幕，京剧电影能否打造成为传之后世
的新经典？

“戏剧是古老的传统艺术，电影是
现代科技的产物，两者有着各自的美
学特点。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这
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海南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马良认为，从审

美层面来看，京剧电影仍然遵循戏曲
的艺术规律，但从艺术层面来看，拍摄
京剧电影有全景、有近景、有特写，对
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光是演员的表演，从舞美、化
妆到音响，很多细节都要作出相应的
调适。以《谢瑶环》为例，这部1961
年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根据陕西
碗碗腔传统戏《女巡按》移植改编成
新编历史京剧的《谢瑶环》，正借由电
影的魅力焕发出新的光彩。改编后
的电影在尊重原创的前提下，将该剧
重新梳理，恢复原剧中谢瑶环被摧残
致死的情节，使结尾更符合逻辑，更
具震撼力。

京剧名家大银幕上塑经典

传统戏剧在电影中焕光彩

观赏电影引来戏曲新“粉丝”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12月 11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在三亚开幕。凭借电影《烈日灼
心》获得第18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
角的郭涛，以新晋导演身份携他自导
自演的电影处女作《欲念游戏》亮相本
届电影节开幕式，吸引了不少关注。

“郭老师，看这里！”12月11日晚
上，郭涛身穿黑色西装，面带微笑地亮
相开幕式现场，他不时向周围人颔首
打招呼，明星范十足。

郭涛出身演艺世家，父亲毕业于
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毕业于上海戏剧
学院。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郭涛
被分配到实验话剧院，之后他相继出
演了孟京辉执导的《等待戈多》《思凡》
等话剧作品，在戏剧界颇有口碑。

“我们国家有上海电影节、北京电
影节、长春电影节等各种电影节，但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很特别，因为海南岛
是个很美丽的地方，选择来这里参加
电影节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郭涛
认为，海南举办国际电影节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他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
的电影人参与其中。

作为实力派电影人，郭涛很挑电
影剧本，并表示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
础，好的剧本能赋予电影独特的文学
魅力。

因此，当郭涛决定当导演时，他十
分重视打磨电影剧本，花了一年多的
时间与编剧束焕一起细细推敲各种细
节。

《欲念游戏》是郭涛跨界当导演后

的首部作品，自己也在其中担任主演，
故事设定在未来世界，男主角在虚拟
现实技术已从前沿科技走向民用的环
境中，意外陷入科技与人性的对决。

“我读刘慈欣先生的《三体》时就意识
到好故事的核心是讲人的故事，这也
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通性，不管外
壳是什么，故事的本质都会落到人
上。”

“比方说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
表面讲述了人类在广袤的宇宙中进行
星际航行的故事，实际上它仍是一个
人的故事，飞行员库珀必须在与自己
的儿女重逢以及拯救人类的未来之间
做出抉择。”郭涛认为，在时间无涯的
长河中，万物斗转星移，但人的情感始
终是永恒的，而这也是他想在《欲念游
戏》中表达的精神核心。

“这个电影最大的特点是故事
好，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让电影好看，
我们加了很多好看的元素。”郭涛表
示，正如尼采所说的“当你凝望着深
渊时，深渊也正凝视着你”，在人性的
欲念面前，影片中的人物能不能不被
深渊吞噬？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
问题。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国内知名电影人郭涛：

海南办电影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星专访

业内声音

国内知名电影人郭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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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籍好莱坞演员吉飞龙。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