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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记者 尤梦瑜 徐晗溪

12月 12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的首个论坛——国际制片人
论坛在三亚海棠湾举行。来自中国、
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电影制片人、电影
公司负责人等围绕“开放交流 合作共
赢 促进电影产业繁荣”这一主题，对
中国电影业国际化发展、中外影业合
作等展开讨论。

中国电影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电
影市场，是面向全球开放的市场，中国
电影业应具备国际视野，积极同国内
外电影人展开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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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明振江，国际影视制片人
协会电影节展部主任佛劳伦斯·吉奥
特在论坛上致辞，共同展望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业的国际化交流
与发展。当天，还有两组主讲嘉宾与
观众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在博纳影业总裁及创始人于冬看
来，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将步入“机遇
期”，中国也将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
国，而“强”的标志就是国产影片在本土

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及国产电影
片的出口能力、辐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等。中国的电影公司要积极加强国际
合作，将中国影片、中国故事传播得更
广。他说，中国的当代电影是改革开放
的产物，跨国合拍是合作的重要途径，
作为国内重要的电影出品方，他希望中

国电影公司可以与世界优秀电影公司
合作，创作拍摄出更多优质影片。

曾凭借《指环王》系列电影三次获
得奥斯卡最佳特效奖的美国电影特效
创意总监、制片人吉姆·莱吉在分享中
肯定了海南的自然环境优势，他还用
新西兰惠灵顿电影人为例，表示电影

人对这一行业的热情也直接促进着电
影产业的发展。电影制作技术不断更
新，他希望海南通过电影节平台加深
对外交往与学习。

电影业的国际化发展体现在方方
面面。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青年电
影制片厂厂长俞剑红则认为，电影教

育的国际化将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合作
提供更多生机。此外，也应多通过诸
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平台，促
进中外影人的对话交流。

挖掘本土文化
为电影成功注入核心力量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从上影
集团的经验出发，阐述了电影业开放与
合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电影的
进步要求电影人、电影公司必须打开大
门，和世界优秀的电影团队合作交流。

“开放合作是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的
必经之路。”任仲伦说，中国电影人在对
外合作中应坚持文化自信、电影自信。

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还需拥有强大
的内容和基础。“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这里面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真正的
好电影不应是趋利的，而是要能发现真
正打动人心的好故事。”美国电影制片人
斯蒂芬·卡斯特希望中国电影公司在开
展海外合作时重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为电影的成功注入核心力量。

用好故事打动人心，也是开心麻
花首席执行官刘洪涛的观点。在今天
的论坛上，他表示，互联网娱乐时代给
电影等多个行业的从业者提出了新的
要求，而注重原创才是打造出好电影
的根本所在。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国内外电影从业人员探讨中国影业国际化发展

开放合作，力推中国电影由大到强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年来，女性电影逐渐在国际电
影潮流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能在电
影节上专门探讨女性电影话题，这在
国内还是首次。”12月12日，首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女性电影论坛在三亚
举行，知名导演、编剧、制作人章家瑞
在论坛上说。当天，国内多位电影导
演、演员、制片人、研究学者齐聚一堂，
围绕“从零构建一个女性电影世界观”
这一主题，针对女性题材电影发展，从
创作、市场等多个层面，展开交流研
讨，接连涌现的创新观点与新颖见解
不断将论坛氛围推向高潮。

关注当代女性
反映女性内心的困惑和爱

女性电影是发端于20世纪60年
代的当代电影理论的一个流派，指关
注女性生活的、具有女性视角的电影
作品，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在世界

电影史上日渐占据重要席位。不过，
谈及女性电影在中国启蒙，不少专家
学者认为，于1931年出品的中国首部
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成功塑造了
一位受尽折磨与痛苦依然乐观坚强的
歌女形象，在当年引起广泛关注，在某
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女性电影的萌
芽、起步。

“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是女性电
影中非常重要的表达内容。过去女
性题材电影更注重展示女主人公为
追求自由而抗争，随着时代发展，如
今女性电影更多关注对当代女性生
存现状的分析，比如就业、生育等问
题。”曾推出《爱情呼叫转移》《重返二
十岁》等多部电影作品的电影制作人
沈婷昭说。

在法国卡普巡回电影节、首尔忠
武路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
多个国内外重量级电影节上收揽多
项大奖的章家瑞，其众多作品都在关
注小人物的内心、关注底层人群的生
存状态。他执导的《婼玛的十七岁》

《花腰新娘》《芳香之旅》《红河》等电
影，以细腻、写实的手法，成功刻画了
不同的女性角色。关于如何构建女
性电影世界观这一话题，章家瑞有着
独到见解：“中国传统女性形象非常坚
忍，在追求个人自由、独立和爱时，往
往比男性更有力量，我的电影所塑造
的女性角色大多有这样的共性。女性
电影创作灵感来源于真实社会生活，
电影人要关注小人物、关注现实，通过
细腻的表达方式，反映女性内心深处
的困惑和爱。”

女性电影升温
从女性视角反映真实世界

纵观国际影坛，近年来，越来越多
电影人开始将目光锁定女性生活，创
作出《三块广告牌》《伯德小姐》等好口
碑电影佳作，女性形象的变化也引起
社会热议。“当今电影市场的观众群结
构，女性占多数，女性电影发展具有很
广阔的发展空间，有潜力成为电影产

业中的‘黑马’。”电影产业专家于丽指
出，挖掘女性电影题材要基于不同的
社会背景，目前，国内拍女性电影的土
壤还不够扎实，需要创作者、电影人更
深入探究当代社会女性的生存现状，
不能单从浅层面就事论事，而要挖掘
到深层次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现实
主义题材电影逐渐升温，女性电影发
展也迎来新机遇，《嘉年华》《找到你》
等关注女性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国内
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中国电
影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电影圈’越来
越热闹，但仍缺乏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这次电影节举办女性电影论坛开
了个好头，能呼吁社会更关注女性、
更关注真实的人。”章家瑞说，现代人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更需要能够打动
内心的电影，随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再次崛起，更多电影人开始以镜头展
示最真实的生活，能从女性视角反映
真实世界，创作出有温度、有真实感
的好作品。

论坛上，还有不少大荧幕上的“老
面孔”就女性电影话题发表观点。“女
性电影不仅仅是关于女权的电影，在
影片里我们还能够感受到女性的美
丽、温柔、独立及坚强。如今，世界女
性主义电影作品呈现出了多重的声
音、多样的视角以及多种电影风格，这
些都反映出更多女性在荧幕上成功地
再现自我。”知名演员明道说。

“在挑选剧本时，每当看到特别
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时都很激动，
我也希望通过表演将女性精神传递
给观众。”在《太极侠》《绣春刀》《我
的战争》等多部热门电影中有精彩
表现的青年女演员叶青认为，演员
需要深入了解社会，才能生动刻画
电影角色，将更多正能量通过镜头
传递给更多人。

此外，论坛上还透露，下一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期间还将设立“女性电
影周”，将女性题材国际影展当成看世
界的另一个窗口，推进电影文化产业
全面发展。（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明星嘉宾为海南、为电影节送祝福

阳光海岛举盛事
期待未来更精彩
■ 本报记者 孙婧

透过电影与世界对话，是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的初衷。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12
月9日启幕至今，三亚成为了佳片荟萃、众
星云集的影视热土。一时间，线上线下都
热烈讨论着关于电影节的话题。而汇聚天
时、地利、人和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本身，
也成为了国内影视圈的关注焦点，广受赞
誉与期待。

著名导演谢飞是本次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的重要嘉宾。海南日报记者问及对海南
办国际电影节的看法时，谢飞热情回应道，
海南本身就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也有电
影名作，“我小时候看的《椰林曲》《南海风
云》，后来的《红色娘子军》，都是海南电影
在胶片时代的代表作。”谢飞说，如今是数
字时代，拍电影比从前更容易、门槛更低，
他希望将来中国电影市场会涌现出更多海
南人拍的电影。

曾多次来到海南，自称是资深海南旅
游达人的蒋雯丽，这次受邀参加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言语间流露出为海南发展感到
由衷高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场电影
盛事，开幕式就很有气势，我特别希望电影
节能吸引全世界电影人来这里，并带来好
的电影作品，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商业片
之外其他风格的影片。”

张震在谈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时，他
表示：“心情非常愉快，海南阳光温暖，海风
舒适，这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就像这场电影
节给我的感觉一样，一切都很顺利，希望也
能带给大家更多好看的电影！”

因为承担电影节开幕仪式主持工作，
郑恺坦言自己一直在紧张地背词，但在海
南工作心情非常愉悦。他说：“很高兴看到
海南办国际电影节，让我能够借着工作名
义在海南度假休闲！”

这次带着导演处女作《欲念游戏》到来
的郭涛，携女主角张子枫一同亮相。接受媒
体采访时郭涛直言：过去都是以旅游者的身
份来海南，这次是以电影工作者身份来，很
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能与国内外同行相聚
三亚，并祝福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

影视演员朱一龙在参加电影节期间，
在微博上发了8张于三亚海边拍摄的写真，
并写道：“醉氧，感谢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邀请。”6个小时内，这条微博转发达到155
万次，留言13万条，不少粉丝四处打听朱一
龙在三亚的行程，并计划前来拍摄和他同
款的照片。朱一龙毫不吝于表达对电影节
和对三亚的喜爱：“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电影节也办得很盛大、很隆重！”

此外，香港影星温碧霞，内地演员孙
茜、于月仙等也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送上
了衷心的祝福。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仍
在继续，，在各方期待的目光中，这个中国
最年轻的电影节还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
惊喜。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女性电影论坛

国际制片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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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片人论坛12月12日上午在三亚海棠湾举行。

郭涛携《欲念游戏》女主角张子枫一同
亮相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