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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他纵横华人影视圈40年，从《古
惑仔》《风云》《阳光灿烂的日子》到
《人在囧途》，上百部的影片背后都有
他的名字。他是编剧、导演、演员，更
多的时候是监制。

他就是香港金像奖协会副主席、
资深影视人文隽。12月15日上午，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
论坛在三亚海棠湾举行，文隽应邀参
加。论坛结束后，文隽接受了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他认为，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海南电影事
业的未来值得期待。

香港电影经验可供借鉴
文隽曾当了4年的香港金像奖

协会主席。他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由来与一些影评人分不开。“上个世
纪60年代，有一个名叫《中国学生周

报》的刊物影响了香港一代电影人，
那时，《中国学生周报》刊发了很多来
自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的文章，香港
一些老影评人都曾在《中国学生周
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个刊物影响、培
养了很多影评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香
港电影从1978年开始进入一个转变
时期，到现在也刚好是40年。”文隽介
绍，1978年前后香港新浪潮崛起，徐克
等一批年轻电影人，用新的语言、新的
手法、新的叙事方式，形成香港电影新
力量，在1978年到1980年间，涌现一
批面目一新的香港电影。

“如果没有影评人，没有受到法
国新浪潮影响，没有《中国学生周报》
培养出的这些影评人，没有受到这些
影响用新手法拍摄电影的新导演，香
港电影就不会有后来的香港电影黄
金10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到
90年代初的黄金10年。”文隽说。

文隽表示，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语电影，尤其
对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类型片、
商业片的发展功不可没，香港电影经
验或许能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一些
启迪与思考。

电影节可以更开放
文隽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香港电

影评论学会创会会员。他表示，香
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评出的奖很
少，只有年度电影、最佳编剧、最佳
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5个
奖项，但是很多大牌影星都很看重
这些奖项。“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
颁奖典礼和电影节，但是电影节的
含金量在于奖是由什么人选出来的
和什么人获奖。我们学会的含金量
会让大家觉得拿到这些奖是个荣
誉，这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电影学会
存在的价值。”文隽说。

“本届电影节请来的嘉宾都很有
分量，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相信
往后的第二届、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文隽表
示，虽然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仍有不完
美之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海
南有其发展电影的优势，在引进海外
优秀影片上有很多便利。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大背景下，文隽建
议海南可发挥区位优势，一方面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海外竞赛单元部分可
更包容开放，鼓励不同类型的影片参
与其中；另一方面，也可吸引北京、上
海、香港的电影人来琼拍摄电影，把
人才吸引过来，一步步地将海南打造
成重要的电影基地。“海南的气候很
好，旅游资源丰富，很多题材都适合
在这里拍摄，总之，要先把基础打好、
稳步发展。”文隽说。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香港金像奖协会副主席、资深影视人文隽：

海南可逐步成长为中国电影基地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海南和泰国地缘相近、气候相
似，都具有成为电影拍摄取景地的先
天条件，期待泰国能与海南有更多电
影合作。”12月13日，在首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教育论坛举办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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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向海南电影人
发出合作邀请。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泰
国深受好莱坞电影剧组青睐，多次被
取景拍摄，电影逐渐成为泰国对外宣
传的一张名片。“从二十世纪70年代
起，泰国逐渐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电影
拍摄和制作基地之一，其中不乏《猎
鹿者》《007之明日帝国》《亚历山大

大帝》等知名好莱坞影片。”顾皓介
绍，根据泰国电影局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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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风光与文化也借由大
荧幕走向世界各地。

如今，凭借其独特的拍摄手法、
题材选取，近年来，泰国电影在国际
影坛上独树一帜。泰国电影独特性、
特色性的秘诀是什么？顾皓说：“泰
国电影积极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
电影技术，尤其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
制作经验，具有成熟的商业市场意
识，同时，在运用现代电影技巧的基
础上突出民族特色。”

此外，泰国电影得以加速发展
还离不开电影教育事业的发展。数
据显示，目前泰国有10余所大学开

设电影相关课程，能颁发相关学士
学位和硕士学位，还有近20所机构
提供电影课程，逐渐完善的电影教
育体系为影视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
输送人才。

“与此同时，泰国不断完善电影
法及相关优惠政策，规范、支持电影
产业发展，电影制片厂及后期制作实
验室等配套设施日益完善，为泰国电
影产业走向成熟提供支持。”顾皓说。

事实上，海南与泰国在地理、人
文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近年来
海南也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前来取
景拍摄，对于电影产业起步较晚的海
南来说，电影发展如何驶上快车道？
顾皓说：“海南要积极引进高层次电
影人才，为人才打造绿色通道，提供优
惠政策以及配套服务，为吸引更多国

际人才创造良好环境。”他很期待未来
泰国和海南能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
动，通过共同举办合作论坛、打造学生
工作坊等创新方式，进一步联动双方
合作，助力电影人才培养。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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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影视明星明道建议：

海南应搭建多种场景
吸引剧组全年拍摄
■ 本报记者 孙婧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道！”日前，出席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多个论坛活动的台湾影星明
道，吸引了诸多媒体的关注。跳出“偶像剧王子”
的角色，这次他的身份是制片人、导演，在各个论
坛中，他或是作为嘉宾，或者参与旁听，对海南影
视产业发展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作为“青年电影B计划”的招募大使，明道自
己也有影视制作公司，并正拍摄一部短片。跳出
演员的身份，站在制片人兼导演的角度看，他比从
前要考虑得更多、想得更细。

在电影节论坛活动之一的全国拍摄景点推介
大展现场，明道向台下各地景区代表喊话，表达进
一步合作的意愿：“如果你们有特色景区，又有完
善的服务配套，欢迎来合作，我们可以重新创造外
界对海南的想象。”

同样是在海岛出生，在海边长大，但明道对海
南的了解并不多。借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来到这
里，他对海南的气候、风景、酒店旅游设施配套，以
及街角巷尾雨过天晴的风情大加赞赏，并对海南
可挖掘可拍成电影的故事充满了热情。观察到海
湾地区集聚了国际一流酒店，身为电影制片人的
明道忍不住好奇：“其实他们之间的竞争一定是超
乎我们想象的激烈，把这个拍成电影，相信会很好
看，也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海南！”

海南的风景和气候，是办电影节、发展影视产业
最大的优势，这是国内外电影从业者都认可的一点。

“三亚的气候，和戛纳、威尼斯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这个季节其他地方很难办这种户外活动，所
以三亚办电影节很有潜力！”明道为此点赞，但他
同时也给出中肯建议称，如果海南能在影视基地
中，多搭建一些本地没有的场景，比如北方的雪
景、沙漠景观，或者古装戏、科幻剧场景，这样海南
就能一年四季吸引更多剧组来取景拍摄。

“国内大部分地区冬天很少有人拍戏，如果海
南搭建了冬景，让剧组可以在温暖的气候里拍摄冬
天的戏份，其实是蛮有吸引力的。”明道的建议赢得
了现场多个景区代表的掌声，让人很有收获。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人民日报》聚焦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找准定位和比较优势举办特色电影节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12月15日，《人民日
报》第八版整版聚焦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推出报道
《来海南，赴一场光影之约》《提升影片品质促进产
业发展》《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办全国拍摄景
点推介大展》，关注海南如何找准定位和比较优
势，举办独具特色的国际电影节。

报道介绍，作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文化实践和先导性项
目，本届电影节以“透过电影与世界对话”为主题，
汇集了国内外多名电影人与优质影业资源，创新
设置的国际影展、国际制片人论坛、中国电影市场
2019新片推介会、首届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
星光扶贫行动等多个活动，不仅为影迷打造了一
场别具海岛风情的光影嘉年华，为全球电影艺术
家带来一个充满椰风海韵的国际电影节，也向世
界递上了一张海南的文化“金名片”。

本届电影节设置了8个展映单元，将放映逾
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部佳作，其中多部在国际
电影节获奖的影片是在亚洲首次放映。作为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创新环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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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概念的高端影视景点品牌
展会，也是电影节整合全国各地文旅资源、推动电
影产业上下游生态体系建设的一次全新尝试。

国际制片人论坛、女性电影论坛、国际电影教
育论坛、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大师嘉年华……短
短一周的时间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办了系列
论坛峰会，搭建起一个电影交流、合作、交易的高
端平台，集聚了各地区电影艺术家、制作机构的智
慧与力量，共谋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之路，有效探索
出一条区别于国内现有的其他电影节的差异化发
展的路径。

报道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意义非凡。以“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
观影、全产业链”为目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邀请
国内外电影界的朋友们齐聚，共同感受多元文化，
展示创作成果，将培育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电影消费的新业态和新热点。

作为中国最大的自贸区和国际旅游岛，海南
发展电影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随
着《巨齿鲨》等多部电影作品在海南取景拍摄，海
南知名度进一步提升。未来，通过这一“永不落
幕”的电影节日，海南电影人将继续沿着中国对外
开放的步伐，用电影讲好海南故事，进一步提升海
南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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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将突出“海南的”创作理念

“椰树浪花”扮靓晚会舞台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尤
梦瑜 林诗婷）12月15日傍晚，海南
日报记者来到位于三亚海棠广场附
近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
场地探访。在临时搭建的闭幕式指
挥中心帐篷内，悬挂在墙上的标语

“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只承认一流”
十分醒目。连日来，数百名演职人员
在此忙碌排练。闭幕式总导演张继
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很激动，16
日晚上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
式就要播出了。”据介绍，15日晚上，

导演组将进行最后一次联排，聚焦细
节，进一步发现问题。

“这次的闭幕式，我们的创作理
念是‘海南的’‘电影的’‘开放的’，要
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展示出中国更加
地开放。还有一个要素就是‘时尚
的’。”张继钢介绍本次闭幕式的整体
创作理念。他认为，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不仅仅属于海南，它是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的又一个文化窗口，他非
常高兴能够和海南的艺术家们一起，
把通过这个文化窗口所表达出来的

内容做得更好。
坐落于海棠湾，背靠大海，天然

的海风与低沉的浪潮声在傍晚时分
为舞台增添了独特的海南气质。此
次闭幕式晚会舞台设计由郭昕带领
团队完成。据了解，整体的舞台设
计突出“海岛”二字。海南日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流线型的波浪造型如
层层浪花，作为舞台的主背景，这些

“浪花”上有的安装着电子屏幕，有
的则被装饰有热带植物纹样的浮
雕。配合着椰子树、流水等元素，大

气的舞台彰显着海南特色。“这个舞
台设计，让大家一看就是海南岛。”
张继钢说。

15日晚上，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演员们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排
练。演员霍思燕等演艺界人士也陆续
抵达闭幕式现场参加联排。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将
于12月16日晚在三亚海棠广场附近
举行。届时，来自国内外众多电影人、
演艺界人士将云集在此，见证首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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