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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大师

在电影行业中，黑泽清
无疑是大器晚成的。1955
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的黑泽清
直到考入日本立教大学社会
系，结识并追随了当时被青年
电影人奉为权威的莲实重彦，
才有机会拍摄了一部8毫米短
片《禁锢学园》，而这部在
1980 年匹亚电影节中获奖
的短片将他正式引入了光
影世界。

黑泽清的天赋在短
短几年间被充分发掘，
1992年，他一举获得圣丹斯协会奖学金。随后，
一部恐怖片为他赢得了广泛盛誉，这部影片就是
1997年由他执导的《X圣治》。

《X圣治》讲述了一个神秘人通过催眠，使
其他人产生各种异于社会常规的诡异行为。
影片中的“反派”虽邪恶、笨拙，但却拥有一个
珍贵的能力——倾听，愿意关心并聆听他人的
困境和悲剧；“正派”虽聪敏、能干，但却冷漠
自私，影片结尾反派被击毙，但正派也沉沦于
内心的压抑与漠然。影片多处存在鲜明的对
比手法，深刻讽刺了社会构建对于人们内心秩
序的意义。

黑泽清曾说：“我愿意描写人世间所有的恐
怖，我想让观众在我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人心中
最邪恶的一面。”多年来，他专注于塑造出一种

“平静的不安感”和“纠结的挣扎感”，而这种专
注，最终在他执导的电影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

2001年，他推出了最佳恐怖电影《回路》，该
片描述了日本经济低迷时期国民在虚无主义心
态下的绝望以及人与人之间冷漠的疏离，获得了
当年戛纳电影节的国际影评人大奖。

恐怖与荒诞，是黑泽清一直深耕的领域。
他的影片属于类型电影，但他却常常叛逆地挑
衅类型电影的规则。在黑泽清的镜头中时刻充
斥着对当代社会个体行为的批判与思辨，那些
看似荒诞的剧本里总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洞悉与
怜悯。

黑泽清自童年观看了《哥斯拉》系列后，就对
恐怖惊悚电影产生一种近乎偏执的痴迷，而他也
愿意继续游走于现实与荒诞之间，为人们构筑一
个个怪异又深刻的“梦境”。 （王霄）

黑泽清：

在现实与荒诞间“造梦”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李
艳玫）12部甄选自世界各地的独特短
片汇聚海南，以影像语言与美学风格
呈现电影叙事的多样面貌，不同的语
言、文化、影像质感与样态将碰撞出怎
样的艺术火花？11月27日晚，第二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金椰
奖”剧情短片类入围影片名单公布，共

有12部影片角逐“最佳短片奖”。12
月1日至8日，这12部剧情短片将在
三亚湾红树林1+X影院进行展映，届
时短片主创将会到场与观众交流。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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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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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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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电（记者李艳
玫）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
年华”活动迎来第五位电影大师，电影
节组委会11月26日透露，丹麦导演比
利·奥古斯特将于12月7日在三亚红树
林会议中心分享他的从影历程与心得。

比利·奥古斯特与中国早有结
缘，2008年，他担任第11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金爵奖”评委；2011年9月，

他正式受聘成为杭州市文化顾问，并
在杭州落户成立了个人导演工作室；
2015年，其执导的在中国拍摄的战争
片《烽火芳菲》入围第二十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2017
年，担任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
坛奖”评委会主席；2019年，其自编自
导的电影《幸运儿彼尔》获得第九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奖。

有人评价，比利·奥古斯特用细
腻的镜头，描绘出特定时代的风情画
卷，复制了一段段消逝的历史，为电
影史留下了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
凭借着艺术成就，比利·奥古斯特曾
经两度夺得戛纳金棕榈大奖，而全世
界只有8位导演获得此殊荣，他还被
授予了丹麦和瑞典皇家骑士勋章及
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李
艳玫）8个展映单元，上百部影视佳
片……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
映影片日前已开通线上售票，影迷可
以在“淘票票”APP将地点定位在三
亚，点击首页焦点图片进入展映专题
页，根据排片选择场次购票。

本届电影节将于12月1日至8日
在三亚举行，期间所有影片将在三亚

湾红树林1+X影院放映，展映单元分
为天涯海角、采珠拾贝、万象中国、焦
点影人、经典重现、浮世图景、冬日暖
阳和另辟新径8个单元。值得一提的
是，经典重现单元的影片还将于12月
2日至7日在大东海沙滩进行户外沙
滩展映，每晚放映一场，每场放映一
部电影。

今年电影节，除“淘票票”APP提

供售票服务外，优酷还提供网生电影
论坛直播、电影节专题活动页面，及
电影节品牌客户线上直播等功能。
此次电影节与“优酷×淘票票”的战
略合作，也使“优酷×淘票票”这个创
新产品平台进一步完善“无限观影”
全场景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艺术电影
的播放闭环，全面服务电影和网络观
影用户。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开票
可通过“淘票票”APP购票

12部剧情短片角逐“金椰奖”

比利·奥古斯特加盟“大师嘉年华”

《神圣灵域》

入围
短片

《归》 《到我了》 《求雨神童》

《万物具形》 《暴雨罗曼史》 《欲言又止的我们啊》 《我是灰白的》

《行刑日》 《莫桑兹的沿途插曲》《月色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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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
我省全方位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破获毒品刑案逾万起
缴获各类毒品超10吨

本报海口 11月 27日讯 （记者良子）在省
公安厅禁毒总队统一指挥下，临高县公安局日
前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共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人 25 名，缴获海洛因、冰毒等各类毒品
1833.96克，查扣毒资约100万元，摧毁了一个
横跨琼粤两省的贩毒团伙，斩断了一条利用物
流寄递运输毒品的渠道。

这是2016年 11月我省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来，省公安部门追线溯源、主动出击，以

“拔钉子”的战法，连破毒品大案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后，我省相关

单位积极行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方位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省公安厅及时印发《全省公安
机关禁毒三年大会战实施方案》，启动大会战宣
传和战时督导工作机制。省检察院迅速出台
《关于积极参加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的意见》，并率先试行“捕诉合一”办
案模式。省高法修订《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中
涉毒罪名的量刑细则，并出台《海南法院依法从
重从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贯彻意见》，依法从
重从快顶格处罚毒品犯罪。

作为“严打”工程牵头单位，省公安厅分别
制订打击毒品犯罪、情报支撑、督导检查等8个
专项行动方案，落实各警种、各部门的工作责
任，着力打好多警种联手缉毒破案的合成战。
实行“公安局局长挂帅办大案”制度，压实领导
工作责任。省公安厅禁毒、技侦、网监、情报等
部门通力配合，提升攻坚破案的核心能力。专
案侦查模式从简单的短线侦查、破案结案转变
为深度经营、长线推进，从单纯打团伙网络的分
支转变为摧毁整个网络体系，实现各个击破、全
网摧毁。

2017 年 1 月，海南警方成功侦破“2016-
727”“2016-77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缴获冰毒
海洛因数量创我省历史之最……禁毒三年大会
战启动至今，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持续猛烈地打击
毒品犯罪。

大会战开展以来，全省共抓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13407名，缴获各类毒品10.22吨，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10022起，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50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116起。全省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9376 件 11295 人。全省审判机
关新收毒品案件 9339 件 11642 人，审结 9385
件11475人。

自大会战开展以来，全省毒品蔓
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现有吸毒人员
占总人口比下降至3.89‰，实现大会
战既定目标。今年9月，海口市被国
家禁毒委评为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工

作先进城市。
同比大会战开展前，全省刑事案

件立案数下降32.6%，侵财案件下降
38.4%，其中抢劫案件下降60.6%，抢
夺案件下降 76.2%，盗窃案件下降

50.9%；新增吸毒人数量也明显下降，
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74.95%。近两年来，全省未发生吸毒
人员肇事肇祸案件。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省禁毒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
领导的肯定和批示。去年12月，国家
禁毒委还在我省召开全国禁毒现场
会，总结推广海南禁毒工作模式。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

完善机制，探索创新，我省禁毒三年大会战战果丰硕

盘点战果增斗志 禁毒会战再冲锋

全省共对工作滞后的460个单位、449名个人进行问责

■ 本报记者 良子

“到2022年，全省禁
毒工作社会化水平显著
提高，禁毒执法更加文明
规范，毒品问题综合治理
能力全面提升，毒情形势
持续向好，吸毒人数占全
省总人口比例进一步下
降，建立健全可持续有效
禁毒工作机制。”11月22
日，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2020-2022）动员部署
会上提出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目标。

冲锋的号角再次吹
响。盘点3年的战果,让
人斗志更加昂扬。自
2016年 11月以来，我省
高位推动、周密部署、扎
实开展禁毒三年大会
战。截至目前，全省毒品
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
禁毒工作被动局面得到
有效扭转，社会治安明显
向好，现有吸毒人员占总
人口比下降至 3.89‰，
实现大会战既定目标，全
国禁毒工作考评成绩实
现三年三跨越，挺进全国
优秀行列。

省委、省政府把打赢禁毒三年大
会战作为“一把手”工程紧抓不放。

省委常委会先后5次专题听取禁
毒工作汇报；省委书记刘赐贵高度重
视、大力推动、深入调研，先后30余次
针对禁毒工作做出指示批示；省长沈
晓明对禁毒工作大力支持，多次主持
召开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相关工作；省
委副书记李军具体落实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18次主持召开大会战月
调度例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
星泰将禁毒工作视作案头重任，多次
深入督导调研禁毒工作。

全省各级禁毒委主任全部都由
党委政府“一把手”担任，形成“五级
党政”齐抓禁毒的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禁毒三年大会战实行
部门联动、系统作战，形成了立体化、

全方位、全链条的战时工作机制。成
立禁毒三年大会总指挥部，由李军任
总指挥，全面强化组织领导。大会战
总指挥部将34个成员单位都纳入“八
严工程”，明确每个工程的任务以及牵
头单位，既分工又协作，形成工作合
力，实行“月调度、季小结”工作机制。

总指挥部定期召开调度例会，通
报各个工程以及各部门、各市县工作

开展推进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
困难和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时限，有
力推动了大会战各项措施的落实。建
立了围绕总目标分阶段实施的攻坚机
制，围绕2019年底将全省现有吸毒人
员占比控制在4‰以内这个总目标，总
指挥部将大会战分为两个阶段，既打

“快攻”也打持久战，制定了详细的时
间表、路线图，把握节奏、步步为营。

针对毒情特点和以往禁毒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省积极探索创
新工作方法，强化薄弱环节、补齐工
作短板。

如“严打”工程实行“公安局局
长挂帅办大案”制度，各市县公安局
局长担任部、省级毒品目标案件或
者重特大案件的专案组组长，集中
力量、集中资源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严堵”工程针对我省特殊的地理区
位，主抓“三道防线”建设，将查缉关
口前移至广东，坚决堵住毒品流入
流出海南的渠道；“严收”工程将收
治收戒病残吸毒人员作为工作重
点，制定下发《海南省收戒收治病残
吸毒人员暂行办法》和《海南省戒毒
场所病残吸毒人员死亡处置办法》，
从法律和政策上为收戒单位解决后

顾之忧。
在“严管”工程中，我省积极运

用科技手段探索新路子，在文昌试
点建立依托人脸自动识别技术的美
沙酮自助服务站，得到国家禁毒办
肯定和推广。同时，研发建设吸毒
人员智能化精准管控系统以及海南
省戒毒人员信用管理服务系统，着
力解决吸毒人员脱管失控的问题，

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执行率达到了
99.9%；探索建设半强制性的戒毒康
复工场、基地和社区，鼓励戒毒人员
通过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持续巩固
戒毒康复的成果。制定出台关于做
好戒毒康复人员管理服务、生活保
障和就业帮扶工作的文件，努力打
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回归社会
的“最后一公里”。

坚持高位推动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狠抓方法创新 探索新招数新打法

禁毒战果丰硕 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省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3407名，缴获各类毒品 10.22吨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0022起，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50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116起

全省共收戒收治吸毒人员 17003名，其中病残吸毒人员5472名

全省共清查娱乐场所47719家次，取缔涉毒娱乐场所82家

全省对912个先进单位、1593名先进个人、5685名举报群众进行重奖

严打工程

严收工程

严整工程

严奖工程

严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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