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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大师

对很多中国影
迷来说，正是阿斯
哈·法哈蒂导演
的《一次别离》
让伊朗电影走进
大众视野。这部
影片与中国导演张
艺谋的作品《金陵十
三钗》同年上映，同期
角逐 2012 年
第 84 届奥
斯卡最佳外
语片奖，6
亿 元 巨 制
的“好莱坞
班底大片”
败给小成本制作的“家庭电影”，让很多中国影迷记
住了阿斯哈·法哈蒂和他导演的《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讲述的是一个在当代伊朗社会背
景下，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
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在道
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全片围绕着
家庭、宗教和人性这三个关键词，通过一个离婚案
件，以小见大地将当代伊朗社会生活中的传统与
现代、个人与社会、贫穷与富裕等多重矛盾，做了
深刻、富有启发性的展示。

阿斯哈·法哈蒂擅长以微小细部捕捉宏大现
实，他一直执着于对伊朗现实的精准描摹。在他的
电影世界中，主角们都因现实的种种错综复杂而陷
身于无尽的困局，并以此出发，借助极简却层进的
情节、平静而丰富的影像，构建出独特的伊朗故事。

从扛鼎大师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到马基德·
麦迪吉、贾法·帕纳西、慕森·马克马巴夫等重要领
军人，再到新生代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巴赫曼·
哥巴迪等，伊朗导演在世界影坛早已举足轻重。阿
斯哈·法哈蒂更是凭借2011年的《一次别离》及
2016年的《推销员》，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伊朗导演。

“我认为，一部电影如果有价值，观众就会出
现两种反应：一种是忧伤，另一种是喜悦。如果这
种忧伤或者喜悦，能够从感性的层面传递到理性
的层面，这就是好电影。即使观众并没有思考电
影的主题，这并不重要，他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思
考。”阿斯哈·法哈蒂曾表示，全世界电影的使命就
是使大脑运转起来，让思考活跃起来。

（整理/本报记者 徐晗溪）

本报三亚11月26日电（记者李
艳玫 徐慧玲）11月 25日，第二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椰
奖”剧情长片入围名单，共有13部影
片入围。

据悉，此次入围的13部影片，不
乏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

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
影节等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入围作品。

本届电影节在延续第一届电影节
亮点活动的同时，首次增设竞赛单元
——“金椰奖”评奖。该奖项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主办，共设立剧情长片、纪
录长片及剧情短片三个类别和最佳影

片奖、最佳导演奖、评委会大奖、最佳
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
等十个电影奖项，将致力于促进国际
电影文化交流与合作，与各国电影创
作者及影视产业建立紧密联系。“金椰
奖”十大奖项将在12月8日闭幕式中
揭晓。

本报三亚11月26日电（记者李
艳玫）继黑泽清、关锦鹏、阿斯哈·法哈
蒂后，又一名重磅嘉宾加盟第二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11
月25日晚，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了“大
师嘉年华”第四位嘉宾，写实风格动作
片大师西蒙·韦斯特将于12月2日在

“大师嘉年华”活动与影迷见面，细述
他从影以来的经历，拆解他动作片的
拍摄方法。

“大家好，我是西蒙·韦斯特，预祝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
我将在海南等你，不见不散。”在电影
节开幕之际，西蒙·韦斯特还通过视频
短片送上了他的祝福。

西蒙·韦斯特1961年出生于英国
赫特福德郡奇沃思，英国导演、编剧、
制作人。1997年，他执导个人首部电
影《空中监狱》；2001年，执导动作电
影《古墓丽影》；2006年，执导恐怖电
影《来电惊魂》；2011年，执导动作电
影《机械师》；2012年，担任动作冒险

电影《敢死队2》的导演；2015年，执导
动作犯罪电影《致胜王牌》；2019年，
执导灾难动作电影《天·火》，该片是他
来中国拍摄的首部电影；同年，担任第
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西蒙·韦斯特善于在有限的空间
中，紧凑安排角色走位，设计调度，通
过快速凌厉的剪辑将多方互搏表现得
精彩刺激，又恰到好处地用第一人称
视角或贴身镜头，将痛感最近距离地
传递给观众。

“金椰奖”剧情长片入围名单公布
共有13部影片入围

西蒙·韦斯特加盟“大师嘉年华”

阿斯哈·法哈蒂：

用小人物解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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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26日电（记者徐
慧玲 李艳玫）如何进一步推动影视文
旅跨界发展？海南日报记者11月26
日从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获悉，12月2日至5日，将举办“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第二届国际最佳拍
摄景区推介大会”，探索旅游与影视创
作的深度融合发展。

此次推介大会将延续首届景区推

介大展的核心理念，充分发挥“影视+
旅游”核心概念和主流文化的引导作
用，推动国内外文化旅游资源和影视
产业深度结合。

据悉，大会期间将成立国际影视
旅游文化合作联盟，向电影业界和公
众推介各地未来具有艺术创作价值的
丰富景区资源，以促成旅游与影视创
作的深度联合与共赢发展。

此次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
会的另一特色，则是将设立明星推
介专场。届时组委会将特邀知名明
星出席国际最佳景区推介大会，与
景区负责人进行现场互动，通过明
星力量提升景区知名度，依托粉丝
经济，促使景区实现流量转化，助力
景区转型升级，进一步打造并完善
影视产业链条。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举办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

探索影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当第 20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的大幕徐徐拉开，海南又一次以包
罗万象之势、精彩纷呈之态站在了世
界面前。不变的是海南迷人的风光、
诱人的欢乐，变化的是海南旅游向着
更有品味、更高质量的目标不断前进。

高品质的海南旅游产品供给是海
南旅游魅力的核心。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飞跃，由需
求侧改革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
海南旅游提质升级也在不断进行。只
有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旅游市场需求。近

年来，越来越多符合国内外游客需求
的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的旅游消费
产品正在形成。一批以三亚·亚特兰
蒂斯为代表的高星级酒店，通过产品
创新、设施配套，成为“景区化”的度假
旅游目的地。在这里，风景迷人梦幻、
设施应有尽有、服务细致入微、游乐多
种多样，可以让人们睡得舒心、玩得尽
兴，获得高品质的综合性旅游体验。
与此同时，海南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资源特色化、服务标准
化、产品多样化、形象国际化，正在塑
造着海南旅游的新品质。

海南旅游品质不仅体现在“点”
的提升，更在于“面”的拓展。除了提
升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都市文明的旅

游体验，海南还保持并发展着别具原
始风情、海岛风貌、民族风采的乡村
旅游产品。从中部山区茂密的热带
森林，到海岛四周一望无际的蓝色海
洋；从琼崖儿女浴血奋战过的母瑞山
上，到齐聚各国精英共商亚洲未来的
博鳌小镇；从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到
一条条“穿山”“腾云”的美丽生态路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正在把一
个又一个乡村角落打造成为独具魅
力的“海岛客厅”和“旅游名片”。赏
心悦目的风景正在变为令人回味的
风情。来到这里，人们心头萦绕的不
再是写下“到此一游”的新鲜感，而是

“此心安处”的故乡感。
海南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是海南

省在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的进程
中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去年发布
的《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实施方案》指出，推动海南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高
质量发展要求在海南的具体体现，是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支撑。今
天的海南正在聚焦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绿色旅游发
展的要求推动全域旅游产业融合，立
足自身优势，激发改革活力，留住生态
美景，进一步开放旅游消费领域，积极
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推动旅
游消费提质升级。海南正在成为中外

游客心目中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境
舒适、特色鲜明、生态良好的国际旅游
消费胜地。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建成
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让全国人民不
出国门就能获得更加丰富的旅游体
验，是海南对全国人民的责任。作为
目前全国唯一探索建设的自贸港，建
成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参与国际度假
市场竞争和全球化格局调整，是海南
在全球化当中的使命。旅游不只是一
张名片，也是一支奇兵。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海南旅游
的蓬勃发展。一个更加自信、更具魅
力、更有希望的海南，今日已然显现，
未来依旧可期。

旅游更有品质 海南迸发活力
■ 李豪杰

热评

观察

拦住高空抛物的“毒手”
■ 郭佳美

天降果核、天降饮料罐，甚至天降菜刀和
灭火器……城市高楼鳞次栉比，高空抛物却频
频酿祸，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近日，最
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公众纷纷拍手叫好。
拦住高空抛物的“毒手”，法律制裁极其重要，
道德教育和技术防护也必不可少。“三招”齐
出，共同扎牢高空“防护网”，才能切实维护好
公众“头顶上的安全”。

确保法律实施，让高空抛物的“毒手”不敢
出手。生活中，一些懒惰的高楼住户之所以
会经常趁天黑随手把外卖盒等生活垃圾往外
扔，不仅仅是出于侥幸心理，更是因为过去惩
戒高空抛物的力度不足，使得这些人的“任
性”成本不高。现在对于故意高空抛物，根据
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
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无疑具有极大的
震慑力。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执法部门必
须依法执法，严惩高空抛物行为，让这些人不
敢任性妄为。

加强道德教育，让高空抛物的“毒手”不再
出手。媒体梳理，在一系列高空抛物案例中频
现“熊孩子”身影。由于家长疏于管理，“熊孩
子”不知轻重，随意向外抛物，甚至以此为乐。
对于这样的问题，家长应当以身作则，引导孩
子形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学校和社会也要加大
宣传力度，做好安全教育；广大公民同样也要
提升道德自觉，拒绝成为高空抛物的“毒手”。

完善技术保障，让高空抛物的“毒手”不能
出手。一些高层建筑存在的缺陷，使得高空
抛物有了可乘之隙。对此，应当通过技术手
段加强日常防范。例如，在低楼层的外墙上
安装防护金属网，以兜住从高空抛下或坠落
的物体，避免悲剧发生；在阳台和窗户安装隐
性防盗网，避免物体“脱手而出”。媒体报道，
一些小区斥资安装了高空抛物监控摄像机，
这不仅方便追责取证，还能增强对高空抛物
者的威慑力。

安全无小事，谁都不是局外人。拦住高空
抛物的“毒手”，尤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出手。
汇聚合力，多措并举，必能筑起高空防护的坚固
屏障，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人民日报：企业重视员工生死，员工才能
为企业奋斗不止。网易为裁员中的简单粗暴、
不近人情道歉了。互联网行业的残酷竞争，人
们不陌生。但社会关心的恰恰是，除了KPI，企
业是否得有其他价值？对患重疾的员工，能否
有更多人文关怀？公司经营不易，员工奋斗不
易，并不等于这道题无解。答案很清楚：企业重
视员工生死，员工才能为企业奋斗不止。

@中国青年报：家暴这种家庭癌症还要痛
多久？今年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定“国际消除
家庭暴力日”第20周年，中国出台反家庭暴力法
也已近4年。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
外扬”等思想在一些家庭中还很有市场，这与家
庭成员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
一方面，很多家庭成员并不了解反家庭暴力法，
暴力发生时没有及时有效地保护证据，导致举证
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家庭成员在举报、报案中态
度反复变化，也滋生了家暴行为的进一步恶化。

@新华视点：区块链不能成为炒作“噱头”
行骗“招牌”。最近，“区块链”火了。一些地方
出现的“虚火”过旺、操作跑偏等现象不容忽
视。种种“套路”损害了公众利益，更污染了区
块链行业生态。好经莫要念歪了，区块链不能
成为炒作的“噱头”、行骗的“招牌”，区块链发展
更不能陷入急功近利、热衷赚“快钱”的歧途。
发展区块链，浮躁是大敌。 （张 辑）

漫画 “保护伞”
作图：李英挺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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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公务员考试陕西西安
某考场外垃圾绵延百米“一地狼藉”，
引发网友热议。

根据网友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
国考当天陕西西安下雪地面湿滑，某
考场外十分杂乱，附近的街道上扔满
了食物包装袋，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
宣传单，另外还有考生随地扔下的复
习资料。这些垃圾因为沾了水和泥
浆，再加上冬天天气寒冷，牢牢地粘在
地上，清理起来比平时的难度大了许
多，让环卫工人苦不堪言。可以说，考
场内是考生们的战场，考场外就成了
环卫工人们的“战场”。

其实，包括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内，
很多大型考试考场外都曾出现过“一
片狼藉”。这一方面暴露了相关地方
管理不到位。按理说，相关地方的管
理部门应当意识到，考试当日考场周
围人流量会激增，因而需要采取一些
必要措施加强管理，但从结果来看，这
一点似乎被疏忽了。另一方面，它也

折射了一些考生的公德素养缺失。试
想，如果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遵守公德，
爱惜环境，体恤环卫工人，考场外地面
上的垃圾就会少很多。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随地丢张
纸片，扔个包装袋，不过是个小事，
甚至根本不是个事儿。然而，毫不
夸张地说，参加国考的考生们的一
举一动都关乎着未来的公职人员的
形象。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公职
人员，不仅要在试卷上拿高分，更应
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作“考试”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手投足间体
现文明素养、公德修养。实际上，无
论是国考，还是其他考试，都是对考
生们刻苦读书辛勤付出的检验，也
承载着考生对未来的期盼，考生在
进入考场比拼专业知识与能力之
前，个人道德品行及素养已经在考
场外一见高下了。

人生处处都是“考试”。既经得起
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考试，更经得起对
品行道德的考验，才能在每一场“考
试”中拿高分。总之，不以善小而不
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切勿考未果德先“丢”
■ 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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