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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原创动画电影
将亮相电影节

本报三亚 11 月 29 日电 （记
者 徐 慧 玲）11 月 29 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获悉，海南原创动
画电影《海岛兄弟之南海天书》
将在本届电影节 H！Market 市
场活动上亮相，并举办动画电
影发布会。

据介绍，《海岛兄弟之南海天
书》的原创动画团队由一群 80
后、90 后的海南本土动漫创意人
组成。他们以海南岛极具代表
性的热带水果为原型，以琼岛文
化、旅游风光、风土人情为背景，
创作了名叫“海岛兄弟”的动漫
角色，希望通过打造本土动漫
IP，为海南传统产业赋能，推进
琼岛文化农业、文化旅游、文化娱
乐等产业升级。

在《海岛兄弟之南海天书》预
告片中能看到，海南岛代表性的海
洋风光、海岛风光、热带植被、经典
景观等场景均用动漫形式呈现。
在故事内容上，《海岛兄弟之南海
天书》围绕被称作“南海天书”的
《更路簿》为线索，展开了一段神秘
的冒险故事，向海南先辈不畏艰
难、勇于开拓的精神致敬。

本报三亚 11月 29日电 （记者
李艳玫）12月7日，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将迎来一部日本佳片的世
界首映，曾凭借《三月的狮子》大获好
评的日本导演大友启史，带来了他的
最新力作《影里》，届时到场的影迷将
成为全球最早在大银幕欣赏本片的
观众。

此外，导演大友启史与主演绫野
刚、松田龙平等主创还将于12月8日

出席见面会，与影迷分享拍摄期间的
心路历程，并现场互动答疑。

《影里》改编自日本作家沼田真佑
的处女作小说，原作曾荣获素有“日本
文坛奥斯卡”之称的芥川奖。影片讲述
了一段真挚又诡异的友情往事：初来乍
到的今野与新同事日浅一见如故，形影
不离，然而日浅却毫无预兆地突然离
职，不知所踪，再次相见时，两人均已不
复往昔。今野对这段友情难以释怀，通

过一段探访日浅旧识的旅程，他也渐渐
揭开了日浅尘封的秘密往事。

导演大友启史对于中国影迷来说并
不陌生，此前由他执导的《浪客剑心》系
列颇受好评。他也很擅长与日本人气演
员合作，如与生田斗真、冈田将生合作的
漫改作品《秘密》，与小栗旬、妻夫木聪合
作的《恶魔蛙男》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次在《影里》中搭档绫野刚与松田龙
平，相信也不会让影迷失望。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李
艳玫）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
嘉年华”又有“大咖”加入，12月2日
15时，美国知名演员、编剧、导演伊
桑·霍克（见左图）将在三亚湾红树林
国际会议中心与影迷分享他在各个艺
术领域的创作故事。

伊桑·霍克以“爱在”三部曲、《少
年时代》等影片享誉全球，凭借对角色

类型的独特选择，以及为角色赋予的
或忧郁或深沉的气质，让他成为观众心
中迷人的个性派演员。伊桑·霍克两次
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也曾获得美
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托尼奖提名。而他
导演的首部作品《切尔西大墙》就入围
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由自己创作
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导演作品《最炎热的
国度》，还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

线单元。此外他还获得第64届圣塞巴
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和第26
届哥谭独立电影奖的演员致敬奖。

本届电影节“大师嘉年华”还邀请
了导演西蒙·韦斯特、关锦鹏、阿斯哈·
法哈蒂、黑泽清、比利·奥古斯特，凭其
中一场大师嘉年华的纸质票或电子票
即可换取伊桑·霍克的特别专场票，或
直接通过大麦网购票。

《影里》将在三亚全球首映
主创将到场分享拍摄故事

伊桑·霍克加盟“大师嘉年华”

话说大师
比利·奥古斯特：

用镜头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戏剧性

比利·奥古斯特是丹麦乃至欧洲最知名的导
演之一，1987年，他执导的剧情片《征服者佩尔》
荣获第4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61届奥斯
卡金像奖；1992年，其凭借爱情片《善意的背叛》
再次斩获第4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这让
比利·奥古斯特成为戛纳电影节史上第三个进入

“双金棕榈俱乐部”的导演。
1948年，比利·奥古斯特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

哈根，早年赴瑞典学习摄影，回国后进入丹麦电影
学院深造。1978年以导演处女作《在我的生活中》
亮相北欧影坛，由此开始漫长的职业生涯。他的作
品在保留北欧导演基调沉稳、关注小人物等优秀传
统之余，叙事上更为流畅，举重若轻。

《征服者佩尔》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丹麦作家
马丁·尼克索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比利·奥古斯特第一
部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其以出色的质量一举囊括了
戛纳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两项大奖。影片
主要讲述19世纪末北欧混乱的经济形势下，瑞典老
农拉斯卡森带着他唯一的小儿子佩尔为了生存从瑞
典来到丹麦，追求他们心中理想国的故事。

比利·奥古斯特是电影古典主义叙事的集大
成者，他用细腻的镜头描绘出特定时代的风情画
卷，复现了一段段消逝的历史。《征服者佩尔》有着
宏大的社会背景，比利·奥古斯特却无心把它拍成
历史巨制，而是选择小男孩的视角，从他的生长环
境和遭遇出发，映照出整个时代的疮痍。

同为北欧电影大师的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
伯格曼在看过7遍《征服者佩尔》之后，邀请比利·
奥古斯特拍摄自己编剧的电影《善意的背叛》。这
部由英格玛·伯格曼亲自操刀剧本，讲述父母早年
婚姻故事的影片，聚焦了在性格、背景的巨大差异
下，富家千金与贫穷牧师难以调和的婚姻问题。

虽然《善意的背叛》掺杂了一些社会历史事
件，但这部电影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爱情片，柔
软而充满诗意，通过细微的情绪转变和点滴的配
乐来推进故事，令观者回味无穷，影片也让比利·
奥古斯特第二次捧回了金棕榈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奥古斯特一直很关注中
国文化，是国内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常客，他还曾与
中国演员刘亦菲合作拍摄战争题材影片《烽火芳
菲》。该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名美国飞行员在中
国浙江迫降后，与当地女子发生的爱情故事，可谓
圆了比利·奥古斯特走近中国文化的夙愿。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辑）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徐
慧玲）11月29日晚，海南日报记者从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
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本届
电影节竞赛单元“金椰奖”，评奖设置
纪录长片类别，并设立了最佳纪录片
奖。经多轮评选，共有8部优秀纪录
长片脱颖而出，它们将角逐第二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荣誉。

最终获奖名单将于12月8日的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公布，并颁发
奖项。

据悉，此次“金椰奖”共设立剧情
长片、纪录长片及剧情短片3个类别共
10个电影奖项，针对剧情长片将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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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技术奖和最佳儿童片
奖；针对纪录长片、剧情短片则将分别
授予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短片奖。

“金椰奖”竞赛单元纪录长片入围名单公布
《关于爱》（About Love）导演：阿卡娜·阿图尔·帕德克

《喀布尔，风中之城》（Kabul，City in the Wind）导演：阿巴扎尔·阿米尼

《再见，白楼》（Last Night I Saw You Smiling）导演：卡维奇·尼昂

《时光机》（Our Time Machine）导演：孙扬、江松长

《成长在帕霍基》（Pahokee）导演：伊夫特·卢卡斯、帕特里克·布雷斯南

《柿子生长时》（When the Persimmons Grew）导演：希拉尔·贝达罗夫

《撒哈拉街143号》（143 Sahara Street）导演：哈塞恩·费哈尼

《大桥》（The Bridge）导演：闫东

“金椰奖”竞赛单元
纪录长片

完整入围名单

电影《影里》官方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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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兴有家有一批生菜和大葱准
备出售，需要购买爱心菜的同志可报
名。”近日，琼海市纪委监委的微信通
知群里发出这么一条消息。消息发出
不久之后，大家马上开始了一连串的
接龙订购。

这是琼海市纪委监委连续6年
以来，帮扶脱贫户蔡兴有一家的一个
缩影。

51岁的蔡兴有是琼海市潭门镇
北埇村人，家有3口人，妻儿都是智力
残疾病人，两人均无劳动能力，每个月
还要花费近千元的医药费，一家生活
十分困难。

2013年 12月，蔡兴有家被纳为
贫困户，随后成为琼海市市纪委监委

的帮扶对象。从此，他家的生活发生
了质的变化，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沉
重的医药费得到了解决，脱贫致富的
渴望也在他的心中破土发芽。

琼海市纪委监委的帮扶人员经
常到家中与他商量发展对策，并制定
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2015年，蔡
兴有提出发展蔬菜种植产业的想
法。以往蔡兴有种菜都是从水沟里
挑水来回浇菜，但是他腰间盘突出

后，已不能挑重担。得知这个情况
后，琼海市纪委监委的帮扶人员帮他
挖了一口田头井、建起了蓄水池、安
装了水泵和电线、送来了一台耕整
机，并资助了一套田园滴灌设备，帮
助他进行继续再生产，重燃他对生活
的信心和希望。

有了琼海市纪委监委的扶持，勤
劳的蔡兴有让这三亩地的效益发挥到
极致，什么季节种什么菜，什么菜赚钱

就种什么菜。2016年，蔡兴有种植的
3亩时令蔬菜，第一批就卖了 5000
元。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蔡兴有
开始扩大蔬菜种植规模。

“蔬菜大棚，防虫防雨，冬天也能
种植一些反季节瓜菜，增加产量，能卖
个好价钱。”蔡兴有通过种植技能培训
班了解到，在大棚内种植蔬菜的好
处。2016年顺利脱贫后，他从别的农
户家租了1亩地，在琼海市纪委监委

帮扶人员的帮助下盖起了蔬菜大棚。
细微之处见真情。琼海市纪委监

委多年来对蔡兴有一家的精准帮扶，不
仅使蔡兴有家顺利脱贫，大大增强了可
持续发展能力，而且蔡兴有一家也和琼
海市纪委监委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扶贫的道路上，琼海市纪委监
委的干部们用真心、真情为帮扶对象排
忧解难，给贫困群众带去温暖、希望。

（撰文/杨宁）

去年底以来，琼海市纪委监委将廉
政文化建设作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
效途径，通过建设廉政教育阵地、创新廉
政文化形式、丰富廉政文化活动，不断增
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凝聚
力，让廉政文化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脾。

完善设施
打造廉政教育阵地

去年以来，为方便13个镇（区）村
（居）干部就近接受廉政教育，实现教
育全覆盖，琼海市纪委监委根据区域
划分，投入60多万元，指导万泉镇、大
路镇、龙江镇等3个镇新建了廉政或
警示教育场所，对嘉积镇、石壁镇等廉
政教育场所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充实
最新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图文并茂，
特点鲜明，融政策性、法律性、严肃性
于一体，力求达到以案警人，以理服
人、以情感人，给人以省悟、启迪和镜
鉴，切实把廉政教育场所建设成为党
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的重要课堂。

“我们万泉镇党风廉政建设基地是
2018年底在市纪委监委指导下建成
的，因为内容新颖，除了我们本镇的党
员干部来参观学习，其他单位也经常会

组织人员过来参观，到基地接受教育的
党员干部超过了1000人次。”万泉镇纪
委书记王亮介绍说。

廉政教育场所的建立既是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宣传教
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接受反腐倡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
地，旨在扎实扎紧廉政教育和反腐倡廉
的第一道防线，警醒全体党员干部常修
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敬畏之
心，自觉抵制各类诱惑，不断筑牢反腐
防线，让廉洁自律的“警钟”长鸣。

为让廉政文化深入基层，深入老百
姓家庭，琼海市纪委监委还指导嘉积镇
在文坡社区建成了党风廉政文化街，在
大路镇蔗园坡村和江湖村建成了党风
廉政文化宣传长廊，让普通基层党员和
群众也处处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

“作为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每天
经过廉政文化宣传长廊，都能时时刻
刻提醒自己，绷紧自律这根弦，严防腐
败。”江湖村党支部书记王维勇说道。

创新形式
丰富廉政文化载体

“这些漫画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案例为原型，朴素诙谐的语言，形象生
动的画面，让我们一看就懂，而且会牢
记在心，这样的廉政教育很接地气。”
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一名村干部在参
观“清风拂田园”廉政文化漫画展时
说。

今年8月，琼海市博鳌镇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廉政文化漫画展，
1000余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参观了展
出。展出的漫画作品共18组，由博鳌
镇纪委组织专业漫画人员精心创作而
成，作品以近年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真实案例为原型，内容充实、主题鲜
明，运用漫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形象生
动地刻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等现象，深入浅出地阐
释，旨在通过漫画的艺术形式，弘扬廉
政文化、传播廉政精神，奏响正风反腐
主旋律。

“廉政漫画篇幅短小，主题鲜明，
创意幽默诙谐，激浊扬清，褒善贬恶。
让人忍俊不禁又耐人寻味，从而将所
要表现的主题思想牢牢地印在参观者
的心里，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
用。”博鳌镇纪委书记符业超表示。

今年来，琼海市纪委监委注重创
新廉政文化宣传形式，不断丰富廉政

文化载体。2月份，创建了“琼海廉
政”微信公众号，采取文字、图片、漫
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发布廉政信息
500 多条，多条信息关注量超过
10000人，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同时，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村干部
违纪违法警示教育，通过观看警示教
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教育
身边的人，以案说纪，强化震慑；要求村
（居）干部结合本职岗位谈体会，让村
（居）干部进一步认清腐败成本之高、危
害之大，更加警醒、自律，切实增强警示
教育实效性。今年来，组织召开村干部
警示教育68场次，参加教育的党员干
部和村民代表超过3300人次。

丰富活动
弘扬廉政文化清风

11月12日上午，琼海市“廉政文
化宣传月”活动在嘉积镇启动，600余
名基层党员干部参加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基层党员干部廉政
教育活动内容，琼海市纪委监委精心组
织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月”系列活动，这
也是近年来琼海市首次开展“廉政文化
宣传月”活动，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期间，开
展“观看警示教育展、观看警示教育
片、纪法小宣讲、廉政专题教育”等多
项廉政教育活动，坚持倡导奉献、廉
政、守纪等文化，传递清廉文明、和谐
发展的正能量，引导党员干部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政治
生态环境。

这次“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还将
发放约10万元的党纪法规书籍和一
批印有“琼海廉政”微信公众号logo
及二维码的廉政文化宣传用品。

“通过廉政文化宣传，不断提升党
员干部政治站位，增强廉洁意识，深化
廉洁教育，做到学廉、知廉、倡廉、践廉，
共同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把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引向深入。”
琼海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琼海市纪委监委坚持把加强廉政
文化建设作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力抓手，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宣传活动，探索
创新廉政文化宣传载体，把廉政元素
嵌入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生活中，大力
弘扬廉政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的开展，营造了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环境。 （撰文/易修呈）

琼海市纪委监委举办
廉政家庭教育讲座

11月26日，由琼海市纪委监委、琼海市妇联
共同举办的“传承优良家风，建设廉洁家庭”主题
教育讲座在琼海市图书馆开讲。

讲座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菊顺教授
主讲。讲座上，李菊顺教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
大量的素材、生动的事例，从家风的重要性，廉政家
庭教育的理念、方法、技巧等几个部分，诠释了家教
与家风、官德与美德、廉洁与修身的深刻内涵。讲
座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大家纷纷表示，讲座针对
性、实用性都很强，收获非常大，今后将一如既往地
积极支持配偶工作，争做“廉内助”“廉管家”“廉参
谋”，常吹家庭廉政风，把好家庭廉政关，守住家庭
幸福门，用实际行动构筑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

琼海市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及家属60余人参
加讲座。 （撰文/王乐）

琼海市纪委监委乡村振兴工作队
助力田下村产业扶贫

生态养殖“钱”景好
鸭鹅“啄”出致富路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近日，
有游客来到琼海市潭门镇凤头村田下村民小组，
看到翩翩飞舞的白鹭时，不禁脱口而出。生态文
明先行的同时，该村在琼海市纪委监委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员的帮扶下，成立了全村第一个生态养
殖合作社下，为发展鸭鹅养殖产业走出一条产业
扶贫之路。

11月24日，该村合作社的海鸭正在装箱出售。
“第二期五批次一共1300只海鸭以每只39元的价
格销售到海口。”该合作社负责人杨世友高兴地说，
这一批订单就收入5.07万元，纯利润达1.5万元。

“之所以卖到了这么好的价格，离不开市纪委
监委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助”。杨世友说，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首先对村里的养殖进行了
调研后，认为养鸭周期短、见效快，因此协助我们
成立了生态养殖合作社，由过去单打独斗的散养，
变成了集体协作规模化养殖”。

在没回家乡之前，杨世友长期在海口打工。
杨世友说，以前，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没有
想到靠养殖鸭鹅致富。如今，杨世友通过资源整
合，由村民以集体土地入股，形成了一个占地二十
亩的生态养殖基地，同时，该村田下村民小组有
40多户加入合作社。预计一年时间，该合作社将
销售3万只海鸭，2000只长青鹅，年产值逾百万
元。目前，凤头村38户在册贫困户均已提前摘帽
脱贫。 （撰文/韩家闯）

琼海市纪委监委不断增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让廉政文化“活”起来

琼海市纪委监委倾情帮扶暖人心

“扶”出贫困户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