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9 2018年12月1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尤梦瑜

12月12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首个论坛“国际制片人论
坛”在三亚海棠湾开幕，博纳影业总
裁及创始人于冬应邀出席。作为《红
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出品人，论坛
结束后，于冬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他将在海南重拍经典影视
作品《红色娘子军》。

海南可打造中国的“戛
纳国际电影节”

于冬是北京人，喜欢听评书，大
学时还曾自己跑到台上讲评书。很

多初见于冬的人都会对他北京侃爷
式的谈吐印象深刻，他性格热情、爽
朗、极具人情味，给人亲切感。提起
本届电影节，他更像是打开话匣子般
滔滔不绝。

“今年是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希望以后能继续办下去，给制片
人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机会。”于冬
表示，他希望海南国际电影节能打造
成中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因为海
南跟戛纳一样有美丽的风景和海滩，
能吸引全世界的电影人相聚于此。

对于电影节而言，除了提升展映
影片品质，于冬认为，电影市场的前
景也是电影节对电影人的一大吸引
点。“在电影节论坛上，全球制片人聚

在一起回顾过去的电影市场，展望未
来的电影项目发展，这是很好的沟通
交流机会，很多电影项目都可以在电
影节期间达成合作意向。”

翻拍经典让更多人了解
海南红色革命历史

“23年红旗不倒”凝聚了琼崖革
命的辉煌，而谢晋拍摄的电影《红色
娘子军》更是让红色娘子军“爱红妆
也爱武装”的传奇走入大众视野。于
冬表示，他很喜欢“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准备翻拍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
了解海南红色革命历史。

“我打算找一位生于1970年代的

导演，还是位女导演。”于冬认为，谢晋
导演的《红色娘子军》很经典，就像一
座大山，如果找老一辈导演翻拍很难
超越这部电影，但找新生代导演又对
这段历史理解不深刻，因此，他想找位
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导演，他们那辈人
对这个故事有独特的感情与理解，也
深受《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的影响。

“祝愿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能够越
办越好，成为中国电影旅游胜地。”于
冬表示，海南有优质的影视拍摄资
源，随着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举
办，海南岛不仅有望成为“打卡中国
电影的旅游胜地”，还能成为电影人
最快乐的“12月聚会”。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博纳影业总裁及创始人、《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出品人于冬：

我想在海南翻拍《红色娘子军》

博纳影业总裁及创始人于冬。

12月12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
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在三亚海棠湾举行，我省相
关企业正在做推介展示。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尤梦瑜

12月12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首个论坛“国际制片人论
坛”在三亚海棠湾开幕，北京电影学
院副校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俞剑
红应邀出席。俞剑红关注到首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特别开设了海南新
力量单元，他认为，在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大
背景下，海南可在国家许可范围内进
一步开放进口电影数量，打造全民参
与度高的“电影岛”。

海南是电影创作的热土

虽然大众对俞剑红是陌生的，
但俞剑红来海南的消息却在海南青
年电影人中“炸”开了锅，海南很多
青年导演都曾在北京电影

学院听过俞剑红的授课。“以前我
就跟海南一些年轻电影人有过沟
通与交流，他们还是很有电影人的
情怀与热情的。”

俞剑红认为，海南实际上是一个
电影创作的热土，本届电影节以“全
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的
新模式，打造国际性“永不落幕”的
国际电影节的理念就很好，海南电
影人可在这个平台上，用电影讲好
海南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南的
历史文化。

比如《红色娘子军》作为一部家
喻户晓的海南题材电影，是海南最
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部影片先
后荣获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
事片奖、1964年第三届亚非电影节
万隆奖，并被评为中国电影
90周年

十大优秀影片之一，至今仍是电影
中的海南名片。

“中国电影的成长需要年轻电影
人的成长，需要他们成为中国电影创
作的骨干力量。”俞剑红表示，他深
深被海南改革开放的故事所吸引，建
议海南青年电影人注重培养艺术精
神、工匠精神与产业精神，更多地挖
掘海南本土文化的地域特色，潜心创
作，创造海南电影产业的辉煌。

应重视培养本土电影人

“电影就是写人的命运，讲人的
故事，这种人的故事也可看成我们平时
所说的平民英雄的成长史诗。”俞
剑红认为，

海南本土电影人要关注这片土地上的
人与事，在创作海南故事的同时，胸怀
要装有祖国与世界，用有温度、有力
量、有情怀的作品激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扎根本
土，才能开出特色之花。”

因此，俞剑红建议海南在举办电
影节的同时，也应重视培养一批优秀
的海南本土电影人，鼓励他们拍摄反
映海南本土文化的影视作品，并多在
电影节上展映交流，加强海南电影人
与外界的沟通，在互动中寻求合作机
会，这样才能给海南电影产业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上海电影节到北京电影节，再
到国内其它电影节，俞剑红表示，海
南可多引进进口影片，在全岛全年放
映，让游客在旅游的同时也能观赏到
更多的国外的精品力作，让百姓提到
海南就想到电影，打造全民参与度高
的“电影岛”。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俞剑红：

海南可打造全民参与度高的“电影岛”

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
三亚启动
郭涛明道王彦霖等助阵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记者孙婧）12月12
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
展在三亚举行。这也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创新
环节。多名国内影视行业资深人士，以及知名电
影人郭涛、明道、刘仪伟、王彦霖也在场，分享他们
对影视拍摄取景的看法。

推介大展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欧文涛介绍，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是
国内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上推出的以“文化+旅
游”为概念的高端影视景点品牌展会，旨在向影视
制作方推介全国各地未来具有艺术创作价值的丰
富地貌及理想景区，促成旅游与影视创作的深度
联姻，推动双方开展高效合作。

来自中影、华谊兄弟、新丽传媒、峨眉电影集
团的高层代表，分别分享了此前与国内外各地景
区合作的成功案例，并表达对拍摄景点选择的重
要考量。湖北清江画廊景区、重庆蚩尤九黎城、海
南鸿洲等文旅机构代表，也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分
享了与影视公司的合作经验。

推介大展还邀请到了正在参加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的知名演员、电影人郭涛、明道、王彦霖、刘仪
伟。郭涛表示，此次全国景点推介大展将为广大
电影剧组带来实际可观的拍摄便利，对于新导演
来说，更是提供了创作灵感和成长的机会。

曾经的台湾“偶像剧王子”、如今转型做制作
人和导演的明道也坦诚表示，拍一个电影，一般需
要40到50个景，什么样的拍摄场景能完美呈现
电影故事，和这个拍摄地能给剧组提供什么便利，
是制作人最关心的问题，“推介大展办得很有意
义，我们能开诚布公提出想法，也欢迎海南的景区
来找我们剧组合作，我们可以重新创造关于海南
的想象！”

据了解，此次推介大展将持续至12月18日。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青年电
影制片厂厂长俞剑红。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12月12日是首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开幕的第2天，来自哈萨克斯坦
的歌手迪玛希在开幕典礼上献唱了
经典歌曲《我心永恒》。12月11日，
迪玛希亮相电影节红毯秀后，接受了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表达了他来海南
参加电影节的欣喜心情。

在开幕典礼上，迪玛希献唱经典
歌曲《我心永恒》是当晚盛典的一个小
高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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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迪玛希，很开心见到
我的老乡来到我的第二故乡海南，他
给海南人带来如此精彩绝伦的演唱，
希望他以后能常来海南演出。”海南
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哈萨克斯坦籍学
生伊丽莎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迪玛
希在哈萨克斯坦也有很高的人气，她
和她的哈萨克斯坦小伙伴们都很喜

欢听他演唱的歌曲。
迪玛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能受

邀参加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对他
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希望
本届国际电影节能成为大众关注的
焦点，也希望我的演出能让大家感到
开心。”迪玛希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再三祝愿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能
越办越好。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青
年学者应验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间的人文艺术交流日益密切，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迪玛希
来海南也体现了海上丝绸
之路的文化交流。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为迪玛希
等一批新生代艺术家提
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和平台，这也有利于文
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交
流，并且对于提升海
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也大有裨益。
（本报三亚12月12日电）

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

祝愿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

■ 石莉萍

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将电影分成两类：可与
人一起看的电影和只能独自观看的电影。后者，
是我深爱的电影。独自观看电影，指的是一个人
前往影院，或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如家里或其他
场所，安静地看一场电影。

有一次，去看国产电影《岁岁清明》，买了票进
场，发现整个影院只有自己一个观众，那是一种意
外的独自观看。父母在某年我的生日送了我一张
《魂断蓝桥》的电影票，从此，我的“独自观看”历史
延伸至今。一个人观看电影，是安静地沉入一个
世界，用两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感受一段人
生。这段人生被置于白色银幕之上，以跳动的影
像呈现，它明明是虚幻的，却使我忘却尘世，触须
探寻、体验着他人的生活脉动。它令我深深享受
一种私密性——既包括看电影时无人打扰，也包
括看完电影之后情绪的延伸无人打扰。

犹记得VCD、DVD岁月，一张张碟片从隐藏
在各处的小店里被精心挑选出来，每找到一部想
看的电影，都有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的惊
喜。然后是挑一个家人都不在的时间，拉上窗帘，
隔绝出一个空间。两个小时左右，心随着影像走
进异乡甚至异国，情绪则更是上天入地。那是一
段对电影的饥渴时期，也奠定了我的观影基础，并
最终找到了目前为止，我仍最喜爱的三位导演：基
耶斯洛夫斯基、小津安二郎、塔可夫斯基。于是，
为了《红》里的瓦伦丁，去看《时光之尘》，因为想看
看饰演瓦伦丁的法国女演员雅各布的样子有无变
化；看到北京街头“雕刻时光”咖啡馆，想起塔可夫
斯基，想起天天为枯树浇水的僧人；日本京都清水
寺附近大片的墓地，令我想起小津墓碑上的“无”
字。这样的思绪自成体系，与他人无涉，它们均来
自电影，它们在我的生活之上，架构起虚拟之城，
精神之城。

塔可夫斯基说：“让一个人置身变幻无穷的环
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
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在
黑暗中独自观影的我，是一个点，经由电影，与整
个世界连接，这就是电影对我的意义。

独自观影

我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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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
际影展“沉默之声—默片现
场配乐单元”从12月10日
起，连续展映《一串珍珠》
《神女》《雄吕血》等3部默
片，引来众多影迷观看。为
了让影迷深入感受到默片
魅力，主办方邀请了国内外
优秀配音演员、音乐家现场
为影片配乐，为影迷朋友带
来一场“无声胜有声”的默
片观影新体验。

默片现场配乐
创新观影体验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武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