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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论坛

青年导演相聚一堂分享经验交流见解

影坛“新势力”展示多元视角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尤梦瑜）12月15
日上午，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青
年导演论坛”在三亚海棠湾举行。杨毅恒、白雪、周
子阳、赵晔、任鹏远、杉野希妃、杨子、许磊、杨瑾等多
位来自中国、日本的青年导演相聚一堂，与观众们分
享他们的创作经验以及对电影拍摄的独到见解。

青年导演们分为两组上台交流，分别以“创作
是对自我的审视”“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为主题
展开。

《过春天》是白雪的第一部长片电影，荣获了
第二届平遥国际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白雪表
示，电影就应该拍得好看，要“酷”，要“有劲儿”。

马来西亚青年导演杨毅谈到个人风格时，提
到了自己记忆中的马来西亚乡村。他说：“很多东
西都是植根于一个人的记忆深处的，我喜欢发现
并且讲述身边的不同人群的故事。”

说起自己最初拍摄电影的经历，几位青年导
演纷纷表示并不会被奖项、网络评论所左右。

第二组分组讨论更加关注于青年导演们如何
在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追求平衡。《幕后玩家》导
演任鹏远坦言自己更满意影片原本时长较长的一
版，然而最终考虑到观众需求，缩减了影片时长。
《喊·山》曾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和生活视角，入围
了国内外多个国际影展，并于2015年被选为釜山
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该影片导演杨子则表示他
比较偏好个人表达。

日本青年女导演杉野希妃透露，日本电影市
场的成本差距较大，寻求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
完美平衡点也是她多年来所一直在探索解决的

“难题”。
论坛结束后，青年导演与东京国际电影节主

席久松猛朗等多位国际电影节相关负责人开展圆
桌讨论，交流电影创作拍摄的议题。

专家学者聚焦文化产业法治保障
推进电影领域法治建设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林诗婷）12月
15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文化法治论坛在三亚举
行，来自国内外文化产业、文化法治等领域的近百
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为推进
电影等文化领域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
的观点与对策。

当天，来自中南大学、海南大学、英国肯特大
学、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东京知识产权研究
院、法国文化遗产法和艺术法学会、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等国内外高校、文化机构等相关负责人参加论
坛，围绕文化产业促进法律问题、电影产业版权保
护以及文化产业自由贸易法律问题等内容展开研
讨，发布了《电影产业中的激励手段》《明星片酬的
税收法律问题及其法治逻辑分析》等61篇学术论
文，着力推进电影等文化领域法治建设进程发展。

“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加速发展，文化法
治建设正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以此次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文化法治论坛为契机，打造文化法治研究的
重要平台，以法律力量促进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中
南大学文化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刚志说。

文化法治论坛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尤梦瑜

作为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系列
活动之一、由电影频道主办的“脱贫攻
坚战——星光行动”12月14日正式启
动，四位青年演员、歌手将在这几天分
赴儋州市、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临高县等四个市县的贫困
村开展送爱心活动。14日当天，青年演
员吴磊与歌手蔡徐坤分别来到儋州和
白沙，近距离感受当地文化民俗，体验
当地特色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海南脱
贫攻坚。

体验黎乡魅力
传播海南文化

白沙是我省生态核心区及水源
保护区，目前有贫困人口 1617 户
6072人。在白沙石老村，吴磊品尝
了特色米酒，体验黎乡旅游的独特
魅力。

据悉，高石老村目前共有60户
283人。在和村民们的聊天中，吴磊
了解到了村里目前的情况。他还和村
民们一同跳起庆丰收的舞蹈，体验了
鼻箫、唎咧等黎族特色的竹木器乐。
黎族文化让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他备
感新鲜。

在白沙农产品的展示区里，黄金
地瓜，红心橙、白沙咖啡豆、白沙绿茶、
姜茶等农产品让吴磊应接不暇。“听村

里人介绍，目前还有不少农产品知名
度不够，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微薄的
力量让更多人知道海南白沙的农产
品。”吴磊说。

橡胶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很少见到橡胶树的吴磊认真观摩学习
了割胶的方法。“希望通过我们的积极
宣传，为海南的胶农们寻找到可以合
作的企业，带动白沙经济发展，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他说。

感受非遗文化
宣传特色农产品

12月 14日，蔡徐坤来到拥有千
年历史的儋州市盐丁村古盐田，与当
地村民们一起体验海盐晒制过程，感
受海南特色的盐文化。

“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了
制盐的不容易，我们会努力宣传、展示

海南的盐文化，保护制盐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蔡徐坤说。

此前，蔡徐坤就已经在网上为儋
州特色农产品大力宣传。高人气的他
亲自“带货”，让特色农产品“海鸭蛋”
火遍网络，不少产品甚至出现脱销的
场面。当天，蔡徐坤来到海鸭蛋的产
地——乾头村，和当地村民们一起体
验赶鸭乐趣。

“过去，村里的海鸭蛋销售渠道一

直打不开，品牌不被认可。在‘脱贫攻
坚战——星光行动’的帮助下，海鸭蛋
通过网络打开了销路，现在是供不应
求了。”乾头村的一位村民说。

蔡徐坤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这次星光行动，关注
海南的脱贫攻坚，让大家了解真正需
要帮助的地区和贫困村民，让这些有特
色的企业得到更多关注，让更多人脱贫
致富。”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启动，青年演员、歌手下乡开展送爱心活动

感受海南乡间文化 宣传特色农产品

⬅ 吴磊与村民一同跳起民族舞。
（图片由电影频道提供）

⬆ 蔡徐坤（右）体验海盐晒制。

国内外影评人探讨影评和电影文化交流

以影评促电影国际化传播

国际影评人论坛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徐晗溪）12月
15日上午，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系列论坛之
一，国际影评人论坛在三亚海棠湾举行。来自中
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电影影评人围绕“影评与
各国电影文化交流”这一主题，积极展开交流。

据了解，在互联网时代，电影评论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影评活动与电影创作实践的双向互动，共同
推进了电影艺术的创新发展，不仅构建起了新的电
影文化，也促进了全球不同国家的电影文化交流。

与会嘉宾表示，本次论坛正是在全球化的背
景下，通过探讨开展影评活动的价值与意义，鼓励
各国影评人沟通与交流，共同促进各国电影的国
际化传播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尤梦瑜

“这部影片根据20世纪中叶南非
种族隔离时期一位黑人民间英雄的传
说改编，故事生动、情节紧凑，听说还
是首次在国内放映，2个多小时的观
影体验太震撼了！”12月15日 19时
许，当三亚“1+X”红树林国际影城5
号厅内响起电影片尾曲，观看完展映
影片《缝冬吾肤》的三亚市民张宁坐在
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仍沉浸在电影
世界中。

此次，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为影迷
带来了近百部海内外佳作，包括以海
岛电影为主的海角国际单元，并联动
海口、三亚、琼海等市县的影院联合展
映，精心呈上一场融合国内外获奖电
影、VR电影、京剧电影、默片、海南本
土电影等多元影片的光影盛宴，全方
位打造“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
影、全产业链”的电影节新模式。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
民光影盛宴！我几乎每天都来‘打卡’
国际影展，看了不少国内外的好电
影。”三亚影迷王涛涛说。

对于不少影迷来说，能在此次国
际电影节“先饱影福”，抢先观看在国
内甚至是亚洲首映的优秀影片是极大
幸运。“展映影片中不乏在国际电影节
中获奖或得到提名的优秀影片，其中
《伊娃》《缝冬吾肤》《落红》《夜以继日》
等多部国内外优秀影片还是首次在国
内上映，这对于广大影迷来说无疑是
一大吸引力。”三亚“1+X”红树林国际
影城相关负责人刘栋说。

为让全岛共享电影狂欢，本届电
影节还从国际影展中精选了8部影
片，在海口、琼海等市县的10多家影

院同步放映，其中包括首次在中国内
地放映的冰岛电影《北极》、海洋主题
影片《只有大海知道》、马来西亚电影
《阿奇洛》、口碑佳作《柔情史》《古巴花
旦》，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秦香莲》，
以及“小清新鼻祖”经典影片《蓝色大
门》，并开展29元观影的惠民活动，推
动电影文化进一步传播。

“琼海展映环节放映的国内首映影
片《北极》，是第71届戛纳电影节导演
处女作奖提名影片，收获了不少影迷的
好评。”琼海中影市场总监冯业宁说。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海南滨海风

情，国际影展期间还特设沙滩电影院，
在三亚大东海广场沙滩为国内外影迷
搭建起享用“电影大餐”的共享平台。

“默片《一串珍珠》是中国电影起
步阶段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部电影，小
时候经常和亲朋好友一块看，没想到
时隔多年能在三亚再次重温，太有意
义了！”日前，来自河北的八旬“候鸟老
人”张安泰在三亚大东海广场沙滩影
院，伴随着海风声、浪涛声，体验了一
次现场配乐的默片观影，禁不住为多
元素碰撞、交融的电影文化点赞。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孙婧

12月15日14时50分，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第二场大师嘉年华“电影顽
童和他的梦幻岛”举行，主讲嘉宾约翰
尼·德普与国内外青年电影人和观众
深入交流，分享了自己从影30多年积
累的宝贵经验。

作为全球知名度与成就最高的男
演员之一，约翰尼·德普从影30多年
来，他曾获电影相关重要奖项28次，
提名33次，包括3次奥斯卡金像奖提
名，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同时，他还有
惊人的票房号召力，由他担任主演的
影片，在美国的票房总计高达36亿美
元，全球总票房累计约100亿美元。

生性内向偏爱挑战怪诞角色

与电影中怪诞、神秘、桀骜不驯的
形象截然相反，刚出场时，德普有些拘
谨。他一身随性的牛仔打扮，带着墨
镜，这并不是“摆架子”，而是有些害
羞，抱着胳膊回答问题时，言语也并不
是很流畅。

“你是个性格比较害羞的人，但在
银幕上的角色又是那么不一样，是怎么
做到的？”看出他的紧张，主持人问道。

“这也是一种职业素养，如果要演
绎不同的角色，就需要完全打开自
己，”德普笑着说，其实一年中，他在电
影中说的话比现实生活更多。

聊起电影的话题，约翰尼·德普逐
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越是奇怪的

角色，越能让他找到安全感和自信心：
“比如杰克船长，他想要的总会成功得
到，这现实中不太可能，他敢做我做不
到的事，说我绝不会说的话，当我融入
角色时，我身上就会有神奇的变化。”

分享演技修炼“妙招”

从影30多年来，德普塑造了“剪
刀手爱德华”“杰克船长”“疯帽子”“黑
巫师”等经典角色。美国著名影评人
罗杰·埃伯特曾这样评价约翰尼·德普
的演技：“他的表演好像是经过了一生
的排练。”

在影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约翰
尼·德普自己是怎么挑选剧本？怎么琢
磨新角色？如何提升演技？大家对此
颇为好奇。面对现场青年电影人的疑
惑，约翰尼·德普毫无保留，滔滔不绝地
聊起自己的“小秘诀”，其中有勤奋付出
以及他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到的灵感。

除了自身天分使然，约翰尼·德普
也有着提升演技的“妙招”。他说：“做
演员就是要打破边界，放下自尊心，敢
于出丑，探索新的自己，才能塑造不一
样的角色。”

中国人常说“世事洞明皆学问”。
这在德普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演员要
善于观察日常人们的言行举止，像海
绵一样吸收他们的特质，当你再面对
镜头时，才能变得更加自如。”德普说。

在研究新角色时，德普还有个习
惯，会为角色撰写详细的文章，并多次
阅读剧本、逐渐形成最为深刻的理解，

“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告知’的演员，一
个人物在电影中做什么样的选择，不
应该让导演来决定，这个人物应该有
他自己的命运。”

寄语青年电影人

活动中，德普分享了不少自己多
年积累的创作经验，尤其是对电影工
作者这份职业的认识：“电影人最重要
的品质就是无所畏惧、大胆突破，要把
自己的创作发挥到极致，消除各种各
样的创作边界。”

国内青年导演杨子向他提到王家
卫拍电影不提供剧本的案例时，德普
连忙点头表示期待：“那会是一个充满
自由度的创作过程，十分令人向往！”

当分享结束后，德普又主动拿过话
筒，和大家说起心里话：“我很想对你们
表达我的感激，因为从你们身上，我看
到渴望、激情、好奇甚至野心，你们内心
的力量深深激励我，去坚持我做
的事，坚持我的路，我觉得今天
非常美妙！”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12月16日中午至下午，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还将有三
场大师嘉年华陆续进行，分
别邀请到朱丽叶·比诺什、
伊莎贝尔·于佩尔、阿米尔·
汗三位国际影坛大师主
讲。而约翰尼·德普将于16
日下午出席电影节闭幕式。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约翰尼·德普亮相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班授课”：

电影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大胆突破

全岛放映近百部国内外优秀影片，影迷观影热情高涨：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民光影盛宴”反响
国际影评人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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