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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电影节而繁荣，电影节因城市
而生辉。

半个世纪前，戛纳只是个不为人知的
小渔村，是电影赋予了这个城市无尽的魅
力。举办电影节为戛纳带来的最大收获
是声誉和形象。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戛纳
已成为继巴黎之后法国知名度第二的城
市，旅游收入已占到戛纳市财政收入的一
半。在举办电影节的12天中，这座仅有7
万人口的城市要接纳20多万名影业人
士、记者和游客，给戛纳带来上亿欧元的
财政收入，而政府只需拿出数百万欧元来
举办电影节。借助电影节的品牌和平台，
戛纳带动了各项相关产业，逐渐形成了以
商业展销为主、吸引游客为目的的经济模
式，每年有300天都在举办大型展销活
动，内容涉及影视、手机、汽车、船舶、珠宝
等各个领域。

由于种种原因，金鸡百花电影节最终
并未像新丝路模特大赛那样永久性落址
三亚，但电影魅力和三亚魅力的完美结
合，让那年的电影节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
记忆中。更重要的是，它播下了梦想的种
子。海南的电影之梦，就像种子在地下一
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
阳光。

通过电影节，张艺谋认识了海南，于
是有了由张艺谋、王潮歌和樊悦“铁三角”
共同导演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海南
岛》。通过电影节，华谊兄弟认识了海南，
于是有了观澜湖电影公社、1942街，让人
们来一场穿越电影的旅行。通过电影节，
更多电影人认识了海南，于是有了在海南
拍摄的《非诚勿扰》《芳华》等影片。通过
电影节，长影集团认识了海南，于是有了
长影“环球100”主题乐园，这是一个世界
级电影娱乐王国……如今，海南岛还有了
自己的国际电影节，2018年12月举行的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吸引了成龙、黄晓
明、蒋雯丽、尼古拉斯·凯奇、约翰尼·德
普、朱丽叶·比诺什、伊莎贝尔·于佩尔、阿
米尔·汗等国内外知名影星纷纷前来，熠
熠星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
化活动。当年，三亚以“注意力经济”和

“美丽经济”进行城市营销，使其成为刺
激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更成为引
领中国时尚文化的风向标，探索出一条
时尚文化旅游的新路子。可喜的是，在
越来越多的城市营销背后，海南从旅游
文化走向文化旅游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坚定。

明年1月，第四届亚洲电视彩虹奖颁
奖典礼将在三亚举办。这是经国家广电
总局批准，在国际享有盛名的香港国际影
视展创办的电视节目评选和颁奖典礼活
动。用海南国际旅游岛会展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俞峰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下
一个相关活动，梦的延续……”

播下种子，梦想终会长大。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看一场光影盛

宴，在星空，如何书写历史和传奇；看一
个美丽梦想，从大地，如何生根发芽，七
彩斑斓。

从银幕上的海南风光到中国电影百年庆典，再到如今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一个梦想在海南生根开花……

一个梦想能延续多久？
纵然走过千山万水，纵然

曾经沧海桑田，仍然有一些梦
想值得我们去坚守，仍然有许
多情感值得我们珍惜，仍然有
无数温暖的回忆值得我们一如
既往地去怀念……

这几天，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在三亚开幕，数以万计
的市民和游客，一同欣赏了这
一光影盛宴。不出国门看世
界，这就是电影节的魅力，也让
三亚再次站在国际聚光灯下。

历史的瞬间，决非偶然。早
在13年前，三亚已被金鸡百花
电影节暨电影百年庆典带来的
璀璨光影所照耀。当时，谢晋、
谢铁骊、唐国强、田华、许还山、
于蓝、仲星火等知名电影人（见
右组图）莅临三亚。从此，三亚
植下“中国戛纳”之梦的种子。

当年，笔者曾驻海南日报
三亚记者站，全程亲历了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电影带来的那些美好
中，不曾随时光消逝的记忆再
次被重新拾起。 海南内心深处有个电影梦

电影，总是以一种凝重的代言
符号，记录着人们心底潜藏的梦想
和对生活的感悟，记录着城市的记
忆和沧桑变迁。海南究竟从何时
起，成了中国电影人选择的题材和
目标？

从留存影片的拍摄时间看，最
早的当数 1950 年的《大战海南
岛》。这是一部时长25分钟的黑白
纪录片，由此拉开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海南影视创作的序幕。随
后，《椰林曲》《碧海丹心》《南海潮》
《南海风云》《红色娘子军》一大批电
影作品相继在海南拍摄，至今都是
老电影中的经典。

1955年，电影《南岛风云》让三
亚旖旎的热带风光和海岛气息首次

跃上银幕。此后，不断有扛着摄像
机的队伍穿梭于此，在岁月之河里
留下一个个难忘的镜头。随着《非
诚勿扰》《巨齿鲨》《私人定制》《101
次求婚》《蓝调海之恋》热映，南山景
区、天涯海角、蜈支洲、亚龙湾森林
公园、大东海等影片拍摄地成为爱
情的见证和浪漫的天堂，“中国的马
尔代夫”“情人岛”等旅游标签伴随
着电影的热映芳名远播。三亚独特
的热带风情，更让一些导演产生了

“非三亚不去”的念头。
没有人精确地统计过，中国电

影在海南留下了多少镜头，三亚又
曾在多少部影片中入画。也许是三
亚自然风光的吸引，也许是三亚国
际知名度的召唤，电影、电影人与三

亚，与海南有着剪不断的丝丝情缘。
曾几何时，三亚只是中国南方一

座边陲渔村，寂寥地守望着经年的潮
起潮落。1987年，三亚升格为地级
市后，开始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向初
具规模的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城市
蜕变。1996年1月1日，’96中国度
假休闲游在三亚开幕，三亚坚定了引
领中国度假旅游发展的信念。

1997年，三亚与戛纳结为友好
城市。此时，戛纳已是一个成熟的
国际旅游名城。不可否认，戛纳的
经济模式和文化品牌带给三亚的震
撼力，是深重而深远的。

自2000年天涯海角国际婚庆
节邀请新丝路模特经济公司加盟
后，三亚从此成了“走不完的T型

台”，也发出了“将美丽进行到底”的
响亮口号。但是，三亚的目标绝不
仅是新丝路。2003年世界小姐总决
赛的“美丽旋风”，让人们对三亚再
次刮目相看。三亚市领导认为，世
姐赛之后，三亚应该引入更多专业
化、高水准的国际活动，进一步打造
三亚的美丽品牌。

就在这时，潜藏在三亚内心深
处的电影之梦被唤醒了。2005年是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文化
界希望通过把金鸡百花奖纳入庆典
等一系列活动，共同纪念这段光辉
岁月。

2004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此
事后，三亚决策层迅速把电影之梦
纳入议题。

起飞的翅膀中有一双属于光影

其实，三亚从1997年开始就曾
经两次申办过金鸡和百花电影节，
但因举办电影节的软硬件不成熟，
未能通过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严格考
察。历经了国际太极拳比赛、新丝
路中国模特大赛、国际铁人三项赛、
世姐赛等国际赛事的锻造，三亚非
常自信——已经具备了举办电影节
的能力和条件。

2004年6月29日，三亚市组团
赴北京参展中国服务业博览会时，
受三亚市委、市政府委托，时任市委
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琦向中国电
影家协会正式递交了申办报告。

当时，北京、青岛、宁波、嘉兴、
厦门、唐山、泉州等城市纷纷提出申
办，其中当数青岛气势最盛。张琦

带着团队多次赴京，与电影家协会
核心人物、著名导演反复沟通，争取
支持。反复比较后，电影家协会决
定对申办城市进行巡回考察，最南
端的三亚成为考察第一站。7月3
日，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时
任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兼秘书长康健民率队考察三
亚。他们考察得很细，场馆、接待、
办节经验、办节信心等一项项指标
逐个打分，最后得出综合指标。

考察之后，电影家协会认为，三
亚已经具备举办电影节的条件，将
不再对其他城市进行考察。

长期以来，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一直采用政府支持、各地巡回举
办的方式，并未做到完全市场化运

营。如何寻求突破、保持电影节长
久的生命力，深深困扰着电影家协
会。当年，康健民在接受采访时向
笔者透露最终选择三亚的3个理由：
一是三亚无法比拟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风光；二是三亚举办过新丝路、世
姐赛等国际国内重量级赛事，积累
了举办国际活动的成功经验，也储
备了一批专业会展人才；三是三亚
提出完全市场化运营、以全新面貌
打造世界级电影节的思路，这是最
吸引电影家协会的。

两个月后，在宁夏银川举办的
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发
布了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暨中国
电影百年庆典定址三亚的消息。

2005年7月14日，第14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七载的等待和嬗变，“金鸡百
花”终于越过琼州海峡，飞入南海之
滨。“百年电影、时尚三亚”，这是当
年时任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于
迅给电影节的亲笔提词。当历史的
厚重和城市的活力相互碰撞，将会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此时，海南省委、省政府做出
一个重大决定：原已决定在海口开
幕的第六届中国海南岛欢乐节移
师三亚，举全省之力办好金鸡百花
电影节暨中国电影百年庆典，注入
浓重的本土色彩和欢乐色彩；加上
随后举办的世姐赛，被称为“两节
一赛”。

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中国电影人聚首天涯，共享光
与影的盛宴。这是三亚的荣耀，也
是小城的契机。

三亚市决策层要求，此次盛典要
按照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要求，
体现高贵、高雅、高尚的艺术风格，把
电影节办成“展示海南、感动中国、影
响世界”的文化盛事。为了这个梦
想，上至三亚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
大家都铆足了一股劲——拼了。

没有经验，只有对标——国外
对标美国奥斯卡、法国戛纳、德国
柏林等顶级电影盛典，境内对标香
港金像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
金鹰电视艺术节、宁夏影视艺术基
地等。“三亚举办大型活动真正实
现市场化运作，就是从这届电影节
开始的。”时任三亚市国际旅游会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平久
说，酒店、车辆、指定用品、保险等
均列入组委会市场化运作的视野，
当年招商的资金和实物金额高达
5000万元。

当时，除了兴建于1959年的海
滨影剧院，三亚还没有一家像样的

电影院。为了举办电影节，三亚建
影院、修场馆，几乎在“零基础”上奋
起直追。赶在电影节开幕之前，明
珠电影城和时代海岸影城同时开
业，不但提供了更为舒适的观影环
境，也为城市增添了新的生活元
素。电影节期间，《龙眼粥》《可可西
里》《我们俩》等展映影片就是在这
里与观众见面的。

电影节上，数百位著名导演和
影星将来到三亚，如何留下这些珍
贵的印迹？组委会特别批准，在鹿
回头广场建造临时性“百年电影文
化墙”，以10年为一个阶段，展示中
国电影不同时期的精品佳作。而收
集百位电影人的手模资料的任务，
就落在了海南国语广告公司总经理
王建平身上。他回忆，除了电影墙，
鹿回头广场还拟建35个经营区域，
包括酒吧、餐饮、表演点、模拟场景
拍摄等，其实就是一个以电影为主
题的休闲娱乐综合体。时任三亚亚
龙湾开发公司总经理俞峰也策划在
亚龙湾建电影公园，打造名人蜡像
馆、拍摄基地、电影主题延伸服务

等，目的只有一个：要在三亚留下电
影产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王建
平、俞峰们的梦想未能实现，但与电
影有关的种子已经种下。

几乎每一个活动细节，都要求
精益求精。当时，金鸡百花电影节
徽标已沿用多年，但三亚方面认为，
仍未能体现百年庆典与城市个性的
完美结合。三亚的老朋友——为北
京奥运会设计吉祥物“福娃”的艺术
大师韩美林欣然受命，为电影节设
计出堪称经典的徽标。对三亚感情
很深的韩美林曾激动地表示：“三亚
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来到三亚，不
想唱歌的人想唱歌，不想跳舞的人
想跳舞。”

电影百年庆典，细节无处不
在。为了在“百”字上大做文章：百
米长的金色水晶大道、百年电影墙、
电影百年“生日蛋糕”、百年百部优
秀影片展映和中国电影百年金曲演
唱活动……为表彰中国电影人的奋
斗情怀与突出贡献，电影节还首次
用纯金打造了20尊金鸡奖奖杯。

2005年11月12日，椰风海浪沙

滩相伴，欢歌妙舞笑语相随，明星脚
步匆匆，世姐风情万种——第十四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百
年庆典活动在三亚开幕，涵盖了国产
新片影展、港台影展、外国影展及优
秀参展影片观众评选活动、中国电影
论坛及国际电影论坛、国产新片创作
座谈会、全国电影家协会工作会议、
群众性电影文化系列活动等。这是
被电影界称作一次“开门见奇”的盛
会，既有新鲜的话题，又有深刻的历
史怀旧元素；既传递着中国电影百年
的厚重，又洋溢着海滨城市三亚的时
尚。黄宗江、项堃、庞学勤、王心刚、
王晓棠、田华、于洋、吴贻弓、仲星火、
葛存壮等明星以及台湾导演李行、演
员柯俊雄的到来，更为电影节增添了
熠熠星光。

当时，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席吴贻弓表示，作为中国最早开发
度假休闲旅游的地区之一，三亚已
经拥有了许多举办大型活动的经
验。此次电影节的承办工作让组委
会非常满意，也是金鸡百花电影节
历史中最有特色、最为成功的一届。

播下种子
梦想终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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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我的那个
■ 高虹

影影梦梦电电

2005年，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电影
百年庆典在三亚举行。

1955年《南岛风云》剧照。

1961年《红色娘子军》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