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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徐
慧玲）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
12月 1日至8日在三亚市举行。电
影节开幕式、电影展映等主体活动在
哪里开展？影迷观众该如何参与？
11月23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发布官方日程，向全世界的
影迷观众发出热情邀请，到鹿城享受

光影盛宴。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共包

括开幕式、竞赛单元“金椰奖”评奖、
电影展映、H!Action 创投会、H!
Market 市场、专题论坛、闭幕式暨

“金椰奖”颁奖典礼多个主体活动。
本届电影节大部分活动在三亚湾红
树林国际会议中心内进行。此外，开
幕式红毯将在三亚保利瑰丽酒店精
彩开启，开幕式活动则在海棠广场进

行；闭幕式的红毯及晚会将在凤凰岛
国际邮轮母港进行。值得注意的是，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门
票不对外发售。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的
电影排期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淘
票票APP是此次电影节唯一指定购
票平台，将于11月26日下午4时开
启线上售票，12月1日至8日在三亚
湾红树林1+X影院进行放映。此外，

12月3日至8日“经典重现”单元的影
片还将在三亚大东海沙滩进行户外
沙滩展映，每晚放映一部电影。

此次电影节主要活动之一的“大
师嘉年华”将于 12月 2日至 7日进
行。已经注册了H!Market市场买家
证的观众可凭借证件直接参加活动；
如果未提前注册，则可在大麦网购买

“大师嘉年华”门票，开售时间为11月
25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H!Market市
场展会活动部分，持有H!Market市
场买家证的来宾可前来观摩，如果未
提前注册买家证，届时可在三亚湾红
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现场购买市
场买家证或单日证件。除了“大师嘉
年华”外，其余的主题论坛活动都免
费对公众开放，凭身份证在电影节主
会场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注册中心
领取入场券。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徐
慧玲）为了助力打造“全年展映、全岛
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链”的“四全”
电影节新模式，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在本届电影节推出了H!
Market市场活动，将重点推出“新时
代·新转向·新生态”三新主题系列论
坛，以“新”为核心，紧扣电影产业脉
搏，着眼影视源头。其中，三新主题系

列论坛下的“新思考·新景观·新生态”
IP影视化论坛将于12月3日举行。

从泛文娱概念布局到新文娱全
产业链，再到大文创全价值链，超级
IP多次掀起了融媒介时代的“跨界
热”。如何利用影视艺术手段对IP进
行诠释？本届电影节期间举办的IP
影视化论坛将聚焦如何实现“IP+影
视”的长远稳健发展等主题，探索构

建IP产业新生态。
值得期待的是，本次论坛邀请到

了著名主持人陈旻，一壹传媒集团创
始人王一洋，恒业影业董事长、中国
电影营销先锋人物陈辉，百思传媒创
始人岳云飞、《泰囧》《我爱我家》编剧
束焕，《画皮2》《封神三部曲》编剧冉
平，中国悬疑作家、编剧蔡骏等“大
咖”，他们将通过圆桌会谈的形式，探

讨IP影视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难题
和挑战。

据悉，本届H!Market市场活动
分为市场官方活动及市场特约活
动。除了以“新”为核心的市场官方
活动外，还将举行国际最佳拍摄景区
推介大会、“联影通-影院经营管理服
务云平台”产品发布会、“破圈·融合”
网络电影日、亚洲电影在欧洲、2019

字节跳动娱乐行业论坛、“光影时尚
日”等主题活动，进一步体现本届电
影节的专业性、平台性、交流性。

同时，H!Market 市场特约活动
方面，组委会将携手影视行业各公
司举办《海岛兄弟之南海天书》动画
电影发布会、全民狂欢发布会等活
动，以海南为窗口，展现影视行业发
展新动向。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推出
“大师嘉年华”活动

电影大师对话青年导演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徐慧玲）华语电

影行业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类型、各
种题材的好故事纷纷涌现，并受到观众的青睐。
在口味多元的繁荣市场上，新生代导演有了更大
的施展舞台。如何搭建电影行业新生力量与各国
资深电影人交流、沟通的桥梁？海南日报记者获
悉，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大师嘉年华”
活动上，主办方邀请了一批青年导演通过圆桌讨
论等方式向国际电影大师“取经问道”，探讨电影
文化。

据悉，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日前
公布了将出席“大师嘉年华”活动的首批国内外资
深的电影大师，分别是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清、中国
香港导演关锦鹏以及伊朗导演、编剧阿斯哈·法哈
蒂，他们将与影迷和青年导演分享从影经验和创
作感悟。

此次“大师嘉年华”活动邀请的华语青年导演
包括李睿珺（《路过未来》）、鹏飞（《米花之味》）、仇
晟（《郊区的鸟》）、孙傲谦（《少年与海》）、滕丛丛
（《送我上青云》）、王翀（《地瓜味的冰激凌》）、王飞
飞（《何日君再来》）、王丽娜（《第一次的离别》）、许
磊（《青玉》）、徐磊（《平原上的夏洛克》）、肖洋（《少
年班》）、杨子（《宠爱》）、张栾（《老师·好》）以及朱
员成（《盛先生的花儿》）。

此外，据透露，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被
称为“法兰西玫瑰”的法国著名女演员苏菲·玛索将作
为形象大使出席开幕式、“大师嘉年华”等活动，分享
她的演艺经历、创作经验，以及对电影行业的思考。

关锦鹏：
独树一帜，以质取胜

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关锦鹏并不算一位
高产的导演，但却并不妨碍他展现自己多样的电
影风格和独树一帜的叙事角度。

从创作早期看重女性人物及其心理情感的刻
画，到创作中期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再到近几年着
重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漫长的导演路上，关
锦鹏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且坚定。

迄今为止，关锦鹏共获得4次柏林电影节金熊
奖提名，6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其
中，1991年的《阮玲玉》提名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
本人也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2005年的《长恨歌》
则斩获威尼斯电影节开放奖。

入行之初的关锦鹏，选择了一个在中国香港
影坛似乎不太讨巧的题材，无论是处女作品《女人
心》还是《红玫瑰白玫瑰》，从《胭脂扣》到《阮玲玉》
再到《长恨歌》，关锦鹏将电影镜头对准一个个看
似柔弱实则坚强的女性，凭借其细腻的画风，讲述
女性前世的红尘、今生的弄堂，在一帧帧泛黄的胶
片上，留下一串或高挑或瘦弱的背影，深情暗涌，
遗世独立。自此，“女性电影”也成了关锦鹏众多
风格的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标签之一。

暌违13年，关锦鹏亲自执导的影片《八个女
人一台戏》，再次聚焦女性，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第
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Gala Presentation大师单
元的华语电影，关锦鹏以戏中戏的设定，将背景放
置在浮华名利、喧嚣浮躁的当代娱乐圈里，以他最
擅长的女性视角和自身身处娱乐圈的真实经历，
讲述了一群女明星的群像戏。 (徐辑)

话说 大师

日期
11月30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3日

12月4日

时间
20:00-21:30
14:00-16:00
17:00-18:30
19:30-21:00
22:00-23:00
9:00-17:30
9:30-10:00

9:30-17:00

10:00-12:00
10:00-12:00
10:30-23:00
11:00-12:00
14:00-16:00
14:30-16:30
14:30-17:00
16:00-17:30
18:00-21:00
19:30-23:00
9:00-17:30
9:30-12:00
10:00-12:00
10:00-12:00
10:30-23:00
14:00-17:00
14:30-16:30
14:30-17:00
15:00-16:30
19:00-21:00
20:00-22:00
9:00-17:30
9:30-12:00
10:00-12:30
10:30-23:00
13:30-18:00
14:30-17:00
15:00-17:00
19:00-21:30
19:00-23:00
20:00-22:00

活动
媒体晚宴

开幕影片放映
开幕式红毯
开幕式晚会
欢迎酒会

H!Market市场展会
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启动仪式

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暨
电影产业与海南自贸区（港）融合发展论坛
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影视峰会论坛

大师嘉年华——西蒙·韦斯特
电影展映

竞赛评委媒体见面会
电影《天火》首映活动

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明星推介专场
《海岛兄弟之南海天书》动画电影发布会

电影《天火》全球首映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给予·未来”公益展暨慈善夜

H!Market市场欢迎酒会
H!Market市场展会

“新思考·新景观·新生态”IP影视化论坛
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景区推介专场

“亚洲电影在欧洲”论坛
电影展映

2019字节跳动娱乐行业论坛
H!Market市场国际影视拍摄政策推介会
“新时代·新教育·新影人”教育论坛

大师嘉年华——关锦鹏
文旅影视足球赛

沙滩放映
H!Market市场展会

“新内容·新通路·新挑战”电影海外合作论坛
H!Action创投会提案陈述A

电影展映
H!Action创投会提案陈述B

腾讯影业 赤太科技“联影通-影院经营管理服务云平台”产品发布会
大师嘉年华

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表彰晚宴
H!Action创投会欢迎酒会

沙滩放映

地点
以官方邀请函地点为准

红树林1+X影院
保利瑰丽酒店主草坪木栈道

海棠广场
保利瑰丽酒店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1+B4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A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1层市场论坛区
红树林1+X影院

万豪酒店（三亚御海棠豪华精选度假酒店）大宴会厅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2层露天泳池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市场论坛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市场论坛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三亚市体育中心田径场

大东海沙滩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市场论坛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市场论坛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2层露天泳池

大东海沙滩

12月5日

12月6日

12月7日

12月8日

12月9日

9:00-15:00
10:00-12:00
10:00-12:30
10:30-23:00
14:30-16:00
14:30-16:30
16:30-18:00
15:00-17:00
19:30-21:00
20:00-22:00
10:00-12:00
10:00-12:00
10:30-23:00
14:00-16:00
14:00-18:00
14:30-17:00
15:00-16:30
15:00-17:00
16:00-17:00
18:30-20:00
19:00-22:00
20:00-22:00
20:30-21:00
21:30-00:00
9:00-18:00
09:30-11:00
10:00-12:00
10:30-23:00
13:00-15:00
13:30-15:00
14:00-16:00
14:00-18:00
15:00-17:30
15:30-17:00
18:00-21:00
19:00-21:00
20:00-22:00
9:30-12:00
10:00-12:30
10:30-23:00
10:30-12:50
17:00-19:00
19:30-21:00
20:00-22:00
12:00-14:00

H!Market市场展会
网络电影高峰论坛

H!Action创投会提案陈述C
电影展映

H!Action创投会WIP放映
优酷专题论坛：网络电影数字营销

H!Action创投会Action市集
大师嘉年华

优酷X淘票票之夜
沙滩放映

H!Action创投会项目洽谈A
电影修复论坛
电影展映

H!Action创投会评审委员会会议
H!Action创投会项目洽谈B

“她“电影——女性电影论坛
大师嘉年华——阿斯哈·法哈蒂

“光影•桃花源”BIQI碧琦2020春夏时装发布
H!Action创投会官方合作伙伴评审会议

H!Action创投会颁奖典礼
金椰奖竞赛单元入围酒会

沙滩放映
H!Action创投会评审委员会媒体见面会

H!Action创投会 Action Night
中美影视交流论坛（注：内部论坛，不对外开放）
从影像到影响——电影与时尚融合发展论坛

H!Action创投会项目洽谈C
电影展映

极寒 • 巅峰上的时尚——波司登&国际时装大师联名秀
大师嘉年华——比利·奥古斯特

全民狂欢发布会
H!Action创投会项目洽谈D

动画电影论坛
大师嘉年华——黑泽清

《光影风尚•逐梦少年》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少儿时尚艺术盛典
“因爱 而为”第二届海南岛光影风尚慈善之夜

沙滩放映
中俄电影合作论坛

《父子拳王》全球首映礼
电影展映

闭幕影片放映
闭幕式红毯
闭幕式晚会
沙滩放映

志愿者授勋礼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2层露天泳池

大东海沙滩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5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5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三亚海棠湾喜来登酒店会议中心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D区

大东海沙滩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2层露天泳池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2层会议室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5层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A+B1+B4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鸿洲国际游艇酒店

红树林大王棕酒店5层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C区
海棠湾红树林珊瑚大厅

三亚湾红树林会议中心一层
大东海沙滩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区
三亚佳润影城（海月广场店）

红树林1+X影院
红树林1+X影院

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
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

大东海沙滩
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3层B3+B6+C区

日期 时间 活动 地点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创新推出H!Market市场论坛

“IP+影视”，探索构建IP行业新生态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日程表发布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
徐慧玲）12月2日16时至17时30
分，中国视效灾难动作钜制《天火》
将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
首映。届时，主演昆凌、纪凌尘，一
手打造《古墓丽影》《机械师》等影片
的好莱坞名导西蒙·韦斯特（Si-
mon West），“金牌推手”董文洁，
华尔街“金融大鳄”吉姆·罗杰斯之
女小蜜蜂·罗杰斯等主创也将悉数
到场为首映助力。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11月24日从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得到的消息。

电影《天火》筹备历时5年，打磨
数十稿剧本，“集结”来自17个国家
的全球顶配视效团队。全片为呈现
最真实的火山喷发、飞车逃亡、水下
溶洞等“奇观体验”，剧组采购总重
量超过 20吨的火山灰，制作多达
2300余个特效镜头。值得关注的

是，电影《天火》开票信息将在近期
于淘票票APP发布。

影片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火
山爆发，让美丽的度假胜地天火岛
瞬间进入“逃生模式”的故事。面对
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死危局，地质学
家李文涛（王学圻饰）与女儿李晓梦
（昆凌饰）等人展开了一场险象环生
的自救与他救。

据悉，《天火》是导演西蒙·韦斯
特的首部华语片。此前，他曾执导过
《古墓丽影》《机械师》《空中监狱》等
影片，让安吉丽娜·朱莉版“劳拉”、杰
森·斯坦森饰演的硬汉枪手、尼古拉
斯·凯奇饰演的深情军人等成为好莱
坞经典银幕形象。在《天火》中，他将
与昆凌等影坛新人和王学圻这样的
老戏骨携手碰撞出全新火花。

昆凌在片中饰演李晓梦，为帮
母亲完成勘测火山的梦想，她与队

友置身险境研发“朱雀系统”，凭借
专业知识和执着精神，顽强对抗重
重考验。据悉，昆凌还在戏中突破
自我，挑战高难度威亚，完成不少高
难度动作戏。此次她变身“火山劳
拉”，在重重困难间开展飞车营救，
全新形象加之极具爆发力的演技，
让人对影片充满期待。

王学圻则在片中饰演昆凌的父
亲李文涛，一位退隐多年的火山专
家，在得知女儿为研发火山监测系
统“朱雀”而带团队到天火岛后，赶
到火山口劝说女儿离开。父女之间
在危难关头的敞开心扉、消除隔阂
与携手救援让人感动不已。

金牌制作人董文洁表示：“《天
火》筹备之初就制定了为世界拍中
国电影的目标，因此从题材、类型、
制作模式到合作班底等各方面做了
全面的创新和探索。”

好莱坞导演西蒙·韦斯特执导，昆凌、纪凌尘主演

电影《天火》将在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

电影《天火》官方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