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3日，首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教育论坛
在三亚海棠湾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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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对于电影产业、电影人来说，首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个很好的
交流平台。”12月13日，中国电影基
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在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具有地理优
势、政策优势，他期待海南借由电影
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助力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很有特点，

‘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
业链’的定位非常好。”张丕民表示，

“希望在国内外电影人的关注和支持
下，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可以办出特色、
办出影响，成为中国南部又一张靓丽
的文化名片。”

对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四全”的
定位，张丕民表示，这需要有好的影片

来支持。
“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创新，中国电

影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个明
显短板，就是缺少非常好的作品，特别
是走向国际的作品。电影‘大国’和电
影‘强国’的区别，就在于‘大国’重在
产量和票房，而‘强国’则重在本土电
影的国际票房和影响力。”张丕民说，
中国电影业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与更多国际电影人、电影机构合作，让

世界通过中国电影作品了解中国发
展。而且，电影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产
品，承载着寓教于乐、弘扬正能量的社
会责任，他期待中国电影人能够以人
民为中心，将镜头聚焦在老百姓身上，
在人民的生活中寻求创作源泉。

“海南地处祖国南端，四季如春，
风景秀丽，人民好客。”张丕民说道，海
南坚持生态立省，在全力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的过程中，大力推动文化产业

这样的“绿色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文化产业将是海南未来发展的
重要支撑点。”张丕民表示。

作为一名资深电影人，张丕民表
示：“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希望
海南在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过
程中，可以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多推
出一些扶持政策，吸引国内外电影人
来到海南发展。”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期待电影节成靓丽的文化名片

中国电影市场2019新片推介会举行

69部影片接受
院线代表“面试”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记者孙婧）12月13
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市场2019
新片推介会在海南三亚举行。为期4天的活动
中，来自全球各地的片方代表及主创人员将向全
国院线代表展示和推介优质影片。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突飞猛进的票房成
绩，使我们对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既豪情满
怀又忧心忡忡。”在新片推介会的开幕致辞中，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及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泥沙俱下的市场竞争中，如何把优质影片
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是这次新片推介会要着力
解决的问题。”

共有69部影片参与推介会，包括备受期待的
贺岁档电影《中国合伙人2》《天气预爆》《疯狂的
外星人》《神探蒲松龄》《飞驰人生》《流浪地球》
等，还有不少电影发烧友关注的《云南虫谷》《四
个春天》《麦子的盖头》《柔情史》等，以及国外佳
片《绿毛怪格林奇》《网络谜踪》《蜘蛛侠：平行宇
宙》《大黄蜂》《奎迪：英雄再起》《印度暴徒》《龙
猫》《22英里》《罗马》等。

此外，《要活着去天堂》《烟台山》《云雾笼罩的
山峰》等一批优秀的中小成本影片也将进行展示。

除了介绍影片故事、主创信息、影片风格特
点，发行方代表们还将播放预告片，并提供影片
关注度、市场潜力等周边信息，让院线代表们对
于该电影的市场潜力有更精确的认识，为今后电
影上映争取更多的排片量、更长的排片时间。

“借助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一开放包容
的平台，相信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能成功地在全
国范围内与观众见面。”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12月11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
当天，蒋雯丽与张震作为国内影星代表在开
幕典礼上致辞的画面是海南影迷近两天津
津乐道的话题。近日，蒋雯丽接受了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讲述她的电影理念以及她对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期待。

以梅丽尔·斯特里普为榜样

在镜头前光彩夺目的蒋雯丽，人们形容
她用得最多的词却是安静、清澈、淡雅。

“我一直对自己都很不自信，从来没觉
得自己美，所以没有一定要去保持美的感
觉，为了角色，怎么样都可以。”蒋雯丽表示，
不同年龄的女人有不同年龄的美，现在脸上
的胶原蛋白虽然没有20岁时那么多，但是
会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东西可以通过
眼神、表演传递给观众。

蒋雯丽演戏不靠脸蛋，敢于老化自己、
丑化自己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在《牵
手》里，蒋雯丽饰演的夏小雪还只是不善
修饰，到了《中国式离婚》，她竟然以不化
妆的状态演出整部戏。《立春》中，她还暴

肥30斤，安了两颗大龅牙。最终，追梦的
小城女人“王彩玲”成就了蒋雯丽的罗马
电影节影后。

好莱坞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是蒋
雯丽的榜样，她经常反复观摩斯特里普
的影片，留意到对方很多下意识的习惯、
小动作以及一些表达方式，“我从她的身
上看到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年龄是没有
界限的，她每年都会带给影迷一些惊
喜。”蒋雯丽希望自己可以像梅姨一样演
到69岁。

能来海南拍戏很幸福

很多人都说，女演员到了一定年龄就会
面临没戏可演的“剧荒”困境，蒋雯丽对此倒
是很淡然。

她表示，如果能接受一些年纪设定比较
大的角色其实也是有戏可演的，“我在前段
时间播出的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中饰
演的徐慧真，就是一个年龄跨度大概有40
年的角色。”

“这部剧跟海南也有一定的关系，讲的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大时代
小人物’的故事。”蒋雯丽表示，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年，祖国大地上处处发生着日新月
异、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南也有很多改革开
放的故事。“海南这些年的变化也很大，我
几乎每年都会来海南，对海南，尤其是三
亚，还是比较熟悉的。”蒋雯丽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她的父母每年都会来海南过冬，她
每年春节也会来海南陪父母，所以经常像
三亚的导游一样给朋友们推介海南，让朋
友们也来海南过冬。

“如果能来海南拍戏，那一定是件特别
幸福的事情，因为这边的气候真是太好
了。”蒋雯丽认为，今年的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出手不凡，邀请到了尼古拉斯·凯
奇、伊莎贝尔·于佩尔、努里·比格·锡兰、阿
米尔·汗以及朱丽叶·比诺什等国际影人，
体现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水平，
十分值得期待。

“用文化跟世界去沟通，用电影去联络
世界的电影人，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蒋雯
丽表示，海南跟戛纳一样有美丽的风景和海
滩，希望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以后能继续办下
去，打造成中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能吸
引全世界的电影人相聚于此，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电影盛会。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电影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软实
力的硬指标。位居世界经济发展前列
的国家，电影产业的发展往往也位居
前茅。提升软实力，离不开对电影人
才的培养。”12月13日，在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国际电影教育论坛上，北京
电影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侯光明发表
了如是观点。

当天，国内外多位电影教育专家
齐聚一堂，围绕“电影教育的现状与未
来”这一主题，就中外电影教育的差
异、电影教育的发展模式、电影教育与
电影产业的关系等话题交流讨论，对
海南文化产业、电影教育的发展提出
不少针对性及建设性的建议。

电影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电影市场是电影教育发展的土
壤，电影教育又促进了电影市场繁荣，
电影教育与电影产业的关系密不可
分。”侯光明多年来专注于影视理论研
究与创作，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
影发展历程，他将我国电影教育发展
分成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至上
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国内仅有北京
电影学院一所电影教育院校，属于“一
花独秀”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多学科、
综合性院校逐渐开展电影教育，开创
了电影教育多模式发展的先河，在这
个阶段，电影产业得到大幅度发展，国
内电影票房提升显著。第三个阶段是
2000年至今，国内文化产业加速发
展，电影市场百花齐放，综合大学、艺
术院校、专业院校等纷纷开展电影教
育，有力推动电影教育培养模式创新。

据他介绍，今年国内有400余所
高等院校招收广义上的电影教育本科
生，电影教育逐渐从专业教学发展为
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此外，在电影艺术与电影技术不
断融合的趋势下，电影教育对电影产
业发展还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随着电影技术不断创新发展，越
来越多的美国电影教育者开始关注电
影工业的相关项目，包括3D动画、视
觉效果等行业领先技术研发。他们还
与索尼、皮克斯、微软等相关公司合
作，以教育力量推动行业发展。”美国
艺术大学副校长迪瓦卡尔·甘地说。

专业人才越来越抢手

在电影产业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饥渴。

“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电影环境中，电影
教育发展较为单一，教育方向主要集
中在电影创作和电影科研领域。在当

今微电影、网络电影等新业态产品爆
炸性增长的时代，单一的电影教育模
式不足以支撑整个电影文化产业快速
发展。”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副院长、教授范志忠说。

那么，什么样的电影人才能符合
当下电影产业发展需求？“工匠型，复
合型，国际化。”侯光明认为，未来的电
影教育不仅要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也要重视电影的普及型教育，一方面
要提前储备综合素质高的电影行业人
才，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大众的电影欣
赏水平。

在泰国工商大学国际管理学院院
长、亚太电影研究院院长顾皓看来，中
国电影产业与电影教育间的紧密联
系，与泰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凭借独特的拍摄手法和题材，

近年来，泰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独
树一帜。而泰国电影得以加速发
展，离不开电影教育的发展。”他介
绍，目前泰国有10余所大学提供电
影学士和硕士学位，还有近20家教
育机构在开展电影课程，逐渐完善
的电影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为泰国
影视产业输送人才。

海南可深挖人文资源

得益于宜人的气候环境与自然风
光，近年来，泰国深受好莱坞电影剧组
青睐。截至目前，已有超过800部纪
录片、广告片、电影故事片、电视片集
及MV在泰国取景。电影，正逐渐成
为泰国对外宣传的一张魅力“名片”。

“海南与泰国地缘相近、气候相

似，具有成为高品质电影拍摄取景地
的先天条件，不过在电影教育发展方
面仍有巨大提升空间。”顾皓建议，要
实现从电影取景地向电影出品地的转
型，海南需要着力发展电影教育事业，
包括建立电影文化相关院校、设立电
影课程、与国内外优质电影教育资源
对接等，推动电影教育与产业联合发
展；同时，海南还可提供优惠政策以及
人才配套服务，吸引更多高层次国际
电影人才前来。

“中国电影要有中国文化的表达，
要脚踏中国大地，才能诞生更多精
品。海南要大力发展影视教育，培养
优秀电影人才，深挖海南人文资源，将
海南故事通过电影镜头传播到世界各
地。”侯光明说。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

活动直击

知名演员蒋雯丽畅谈自己的“海南缘”

“能来海南拍戏，一定特别幸福”

国内外专家三亚探讨电影教育发展之路：

“中国电影要有中国文化的表达”

明星心声

国际电影教育论坛
在三亚举办

摄像/剪辑:陈若龙

影人寄语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记者孙婧）12月13
日晚，在三亚参加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部分
电影工作者与三亚本地球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友谊足球赛。

“很新鲜，没想到参加电影节还能来看球赛！”
台湾著名影星明道现身三亚体育中心足球场，为
这场影人球队与三亚球队之间的友谊球赛担任开
球嘉宾。他表示：“我本身不会踢球，但是很喜欢
户外运动，比如骑车、越野。”

球场上，北京影君子足球俱乐部队员与三亚元
老足球队之间的“红蓝之战”战得酣畅淋漓。

北京影君子足球俱乐创始人兼队长王
韶枫介绍，球队由国内影视圈中热爱足球的制片

人、发行人、导演、编剧等组成，这些年球队
成员在香港、上海以及法国戛纳等地举办的
电影节上都曾约赛，目的是将健康的理念和
积极进取的正能量传达给更多同行。

“我们球队有100多人，今天这14名队
员都是来参加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同行。”
《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出品人兼制片人王海鹏
笑称，在海南踢球很舒服，希望今后能常来。

“希望能通过我们与三亚球队的友
谊赛，让更多电影同行关注到三亚这个
到处洋溢着温暖的地方，也祝愿第一届
海南国际电影节获得成功！”球队前锋、
导演姚宇表示。

影人足球队与三亚球队
展开友谊赛

12月13日晚，在三亚体育中心足球场，北京
影君子足球俱乐部（蓝衣）与三亚元老足球队（红
衣）进行友谊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蒋雯丽。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