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影地点
三亚市大东海沙滩

展映时间
12月2日至7日

展映形式
户外沙滩放映，向公众免费

开放；每晚放映1场“经典重现”
单元影片，每部影片放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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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帮扶模式
带动农户发展产业

干净整洁的道路旁，
一排排整齐直立的椰
子树，与树下一栋栋
红墙蓝顶的鸡棚相
互映衬，微风吹来，
令人心旷神怡。这
是位于华侨农场的
海南罗牛山文昌鸡
育种场。

“很多不知道的
人来了，还以为这里
是观光园呢，环境好，

空气清新，没有养鸡的异
味。”今年50岁的吴国英是

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场的
饲养员，下岗后再就业的她如今成

了场里的老员工，就在前两个月还受到
了公司的现金奖励，说起这些吴国英的脸
上便不自主地露出灿烂的笑容。

因为吴国英的典型带动，附近的不
少村民也纷纷争取到育种场里工作。她
的女儿陈小艳也加入了饲养员行列。“目
前，我们育种场里有员工将近50人，其
中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因为都是在
家门口就业，收入可观，工作时间固定，
所以员工的稳定性较好。”海南罗牛山文
昌鸡育种场场长何院生介绍。

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场属于潭牛
文昌鸡公司。除了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
外，潭牛文昌鸡公司还结合文昌市各镇
地理条件差异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创
新扶贫模式，以“公司+农户+市场”的扶
贫模式带动村民增收。

针对有劳动力、有养殖场地的农户，
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药品、疫苗，并
配备具有丰富养殖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
技术指导、质量验收和销售等工作。针
对有劳动力、无养殖场地的农户，则由村
委会牵头提供场地、公司垫付资金指导
建棚，贫困户参与劳动。

潭牛文昌鸡公司小龙事业部副总经
理李攀介绍，“公司+农户+市场”的扶贫

模式均由公司提供养殖技术，同时安排
专人负责，采取一整套养殖管理体系、疾
病防控体系、服务与监督体系，为农户提
供精细化服务，能有效地化解各类风险，
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为农户提供更多的
收入保障，让越来越多的村民腰包“鼓”
起来。

积极授人以渔
激发村民自主“造血”

“原本都不被大家看好的养鸡产业，
如今成了香饽饽，这得要感谢政府和潭
牛文昌鸡公司的引导和支持。”今年35
岁的张冠是潭牛镇城坡村村民，一直以
来主要靠打零工以及零散的小本生意维
持生活，迟迟未有良好稳定的收入。

今年6月份，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
鼓励下，张冠与潭牛文昌鸡公司合作开
始养鸡。“起初，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先养了1.4万只，没想到公司提供的
鸡苗充足，品质好，加上又有技术指导，
第一批的鸡出栏就净赚了差不多7万

元。现在在政府的支持下，我正筹备着
加盖鸡棚扩大养殖规模呢。”说起这些，
张冠脸上笑开了颜。

张冠通过参与养鸡产业实现增收致
富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文昌公坡镇大品
村的养殖户韩亮家里经济条件长期困
难，妻子又患病多年，使得原本就不景气
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面对巨额的医药
费，韩亮一筹莫展。潭牛文昌鸡公司负
责人通过村委会了解情况后，带动韩亮
参与到养鸡产业中，并定期安排技术员
教授养殖和防疫技术。今年8月底，韩
亮与公司合作养殖的鸡出栏后共盈利7
万余元，这不但让韩亮重拾了信心，全家
的拮据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不
仅要为贫困户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
会，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树立起信心
和决心，通过鼓舞脱贫斗志，激发致富热
情，让越来越多的农户通过自己的智慧
和双手创造财富，变被动‘输血’为主动

‘造血’，树立起勤劳致富的典范。”潭牛
文昌鸡公司副总经理张庆表示。

龙头企业以“公司+农户+市场”模式带动文昌农户增收

养潭牛文昌鸡 走脱贫致富路
“真心感谢政府和潭牛文昌鸡公司，让我们既

能学习养殖技术，增加收入，还能照顾家庭，致富奔
小康有盼头啰！”11月22日清晨，家住文昌市潭牛
镇华侨农场的居民吴国英和女儿陈小艳早早就来
到了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喂饲料、打疫苗、查看鸡群生长情况、定期清理
鸡粪、打扫鸡棚卫生……这些看似简单而枯燥的工
作，在吴国英看来却是有意思又有“钱”景的技术
活。就在前两个月，她管理的鸡棚因出栏的鸡产量
质量“双高”，被公司奖励4000元，吴国英也因此
干劲更足了。

吴国英一家受益于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潭牛文昌鸡公司）。该公司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促进乡村振兴，助力文昌市打造脱贫攻
坚新“引擎”。

龙头企业带动
提升产业品牌效益

要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重点在
于政府引导，关键在于龙头企业带动，
通过市场运作，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近年来，文昌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文昌鸡产业作为当地特色农业，不断
加大发展力度。如今，文昌鸡产业已
成为文昌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
业之一。据统计，2018年文昌鸡饲养
量达到6825万只，出栏5105万只，同
比增长6.1％；产值21亿元，同比增长
0.94％，占全市畜牧业总产值的
60％。此外，全市文昌鸡饲养从业人
数已达1.6万人。

“目前文昌鸡的规模化、标准化、
销售网络等已基本形成，但存在产品
单一、效益不高、品牌效应不明显、市
场销售产品形式单一、产业链不完善
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文昌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朱敏表示，通过多年的
发展壮大，文昌鸡产业发展逐渐进入
瓶颈期，要取得突破性发展，使文昌鸡
真正变成“金鸡”“世界鸡”，必须引进
大企业参与产业布局。

潭牛文昌鸡公司作为一家在文昌
深耕多年的农牧企业，多年来坚持以
国际标准生产具有海南特色的农产
品，并严格推行一贯化的质量管理理
念，实现了从原种繁育到商品鸡饲养
再到产品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发展。同
时，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全
力助推文昌市精准扶贫工作再上新台
阶，为海南文昌鸡产业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文昌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将通过加快推
进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优化产业布
局，加大文昌鸡品牌培育力度，进一步
发展壮大文昌鸡产业，使文昌鸡产业
真正成为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特
色支柱产业。

（策划 撰稿/容朝虹）

本报三亚11月 25日电 （记者
徐慧玲）面朝大海，脚踩沙滩，在夜幕
星空下看一场经典电影是什么感
受？11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第
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悉，
本届电影节将首次推出“经典重现”
展映单元，并延续首届的展映形式，
充分利用海南岛特有的地理环境优
势，着力打造国内唯一的户外沙滩放
映环节，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值得期待的是，此次的“经典重
现”展映单元将回顾电影诞生百余年
来世界各地的影史佳作——重温经
典默片与歌舞片的黄金时代，届时将
在这个单元展映查理·卓别林的经典
作品《淘金记》，并将邀请世界顶级指
挥家TimothyBrock来到现场指挥
配乐。

《淘金记》是由查理·卓别林自
编自导自演的经典无声电影，该片
的故事情节取材自唐纳·派莫的短
篇小说。电影在1925年美国首次
上映后便创下了600万美元的惊人

票房，被评为美国当年十部最佳影
片的第一名。

影片《淘金记》对于人物心理幻
境的表现，无论是从情节设计还是在
情感表达上，都达到了默片电影的巅
峰。其中最为影迷津津乐道的一段，
无疑是查理为乔治亚演绎的那支“面
包舞”——梦境中，热闹欢腾的小屋
里，查理深情款款地舞动手中的面
包，身边坐着的是心爱的姑娘；现实
里，冷清寂静的餐桌上，查理精心准
备的食物早已没了热气，心上人也不
知去向。小人物坚强乐观的外衣下
无法掩藏的心酸与无奈，通过这一段
黑白镜头向观众娓娓道来。

同时，黄金搭档弗雷德·阿斯泰
尔与金杰·罗杰斯最精彩的合作歌舞
片《礼帽》也将在此单元得到展映，精
美的歌舞表演和巧妙的情节设计，让
它成为了歌舞片爱好者不可错过的
经典之作。

1937年上映的《随我婆娑》亦是
观众不可错过的影片之一，该片的配

乐是由著名音乐家格什温亲自创作，
并且获得第11届奥斯卡最佳歌曲
奖。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法国女
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短角情事》也
将在大荧幕上重现。瓦尔达于2019
年3月去世，这部《短角情事》的重映
也是本次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对这位
法国电影大师的致敬。此外，观众们
耳熟能详的大片《肖申克的救赎》《和
莎莫的500天》也将在展映版块的

“经典重现”单元一一呈现。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设“经典重现”展映单元

沙滩上星空下，让我们重温卓别林

农户与潭牛文昌鸡公司合作
养殖的文昌鸡。 阮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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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称为“法兰西
玫瑰”，她曾说过：

“自从我开始表演
生涯，中国就是我
生活的一部分。”
她就是法国著名
女 演 员 苏 菲·玛
索。在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期间，苏菲·玛
索将作为形象大使
出 席 开 幕
式、“大师
嘉年华”等
活动，与来到海南的电影人和影迷进行交流
互动。

苏菲·玛索的第一部电影《初吻》上映于
1980年，那时她才14岁，与电影里那个懵懵懂
懂又精灵古怪的青春少女角色十分贴近。许
多中国观众正是通过《初吻》、通过苏菲·玛索
认识了当时的法国电影。

1982年，苏菲·玛索又出演了《初吻2》。次
年，17岁的她，就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法国最
高电影奖项凯撒奖的最佳新人女演员。1993
年上映的《芳芳》中，苏菲·玛索饰演的芳芳像
个精灵，热烈地追求爱，让东方的观众见识到
了法兰西式歇斯底里的浪漫。

苏菲·玛索也出演商业片，扮演过邦女郎
（《007之黑日危机》），还出演过米开朗基罗·安
东尼奥尼和维姆·文德斯两位艺术导演的《云
上的日子》。在表演生涯之余，苏菲·玛索也
尝试创作。1995年，她创作了半自传体小说
《说谎的女人》。2002年，她自编自导了自己
的第一部长片《当爱变成习惯》，获得蒙特利
尔世界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之后，她又执导
了《魅影追击》（2007）、《米尔斯夫人》（2018）
两部长片。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苏菲·玛索与刘
欢合唱了法国名曲《玫瑰人生》，庆祝中法建交
50周年。她还参与到中国电影《三色镯：破谜
重生》的摄制中。

（整理/本报记者 徐慧玲）

本报三亚11月 25日电 （记者
徐慧玲）椰风海韵，枕沙听涛，用镜头
记录琼岛美景、美食等内容，还可以
获取丰厚奖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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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三亚举
行。日前，西瓜视频联合第二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启动原创视频
拍摄比赛活动，征集制作和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主题相关的原创视频，活动
时间持续至12月21日，最高可获奖
金1万元。

据悉，本次参赛作品范围广泛，
如果你是影视作者，可以结合海南电
影节现场盛况讲述你与电影结缘的
故事、对电影节及入围影片的个人见
解、电影节现场盛况等创意视频；如
果你是追星达人，可以用视频表达出
你对偶像的热爱，捕捉他们在领奖台
上的真情流露；如果你是旅行专家，
可以用你的镜头记录电影节现场盛
况，可以结合海南的美景、美食制作
创意视频……投稿的视频创作者可
通过头条号后台（mp.toutiao.com）
上传，提交作品的主副标题中需均含

有“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关键
词或“金椰奖”入围影片片
名。

在奖项设置方面，本
次比赛以单条视频播放量
为依据进行奖项设置，其
中特等奖设1名，奖励1万
元；一等奖设 4 名，奖励
5000元；二等奖设11名，奖
励2000元。值得注意的是，同
一作者多个视频入围只取播放
最高的获奖。此次比赛各奖项公
布时间为12月24日至27日。

话说大师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原创视频拍摄比赛启动

镜头动起来，最高可获1万元奖金

《淘金记》剧照
（图 片 来 源 ：The Gold

Rush © Roy Export S.A.S.）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

苏菲·玛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