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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海南
在全力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过
程中的一项重要文化举措。在展示
海南开放多元形象的同时，电影节
也在向业内人士搭建对接平台，促
进产业延伸，更为公众奉上电影

“大餐”。
为进一步助力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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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电影节
商业价值，发挥电影节平台优势，电

影节组委会特别在本届电影节推出
H！Action 创投会和H！Market
市场。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主体板块
之一，H！Action创投会针对具有
类型元素的华语商业电影计划和
尚未完成全部制作的华语商业电
影项目，致力于架起连接电影创作
者与产业嘉宾的重要桥梁，将优秀
华语商业类型电影推向更广阔的
市场。

H！Market 市场则以打造综
合性、国际化的有效产业平台为目
标，力求比肩国际专业的市场架
构，打通全产业链条，匹配精准资
源，打造“产业宫”。电影节期间，
将有百余家来自影视产业上下游
的企业参展。

对于广大影迷而言，电影节更
是一次“酣畅淋漓”的“鉴赏”之
旅。电影节特别推出展映板块，下
设天涯海角、采珠拾贝、万象中国

等多个单元，为影迷奉
上数百部佳片。除了
常规的影厅展映外，组
委会还利用海南独特
的地理环境优势，将在
今年继续举行户外沙滩
放映活动，将专业性电影节活
动与惠民公益相结合，让观众在椰
风海韵中享受到别具一格的观影
体验。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

为期8天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呈现百余场精彩活动

相聚开放海南 再续光影情缘
光影魅力再耀鹿城。
12月1日，备受瞩目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三亚海棠广场正式拉开大幕。12月1日至12月8日，中

外电影人、产业行业代表以及广大影迷们将在三亚共享这一光影盛宴。
明星云集、活动丰富、平台延伸……精心筹备下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相较于首届电影节参与的人数

更多、设置的活动更全、影响的受众更广。年终之际，开放的海南以全新一届电影节再迎八方宾客，再聚世界目
光，展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1年多来，海南所取得的新发展，迸发的新机遇。

■ 本报评论员

光影璀璨，星耀海南。12月1日，盛
大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让海南再迎八方
宾客，再聚世界目光。作为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重要文化实践和先导性项目，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再一次以炫丽的光影盛会，照
亮了海南开放的步伐。

开放包容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展
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国际文化
传播交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
具有“国际范”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吸引
了众多国内外知名电影人与全球影业资
源汇聚海南，进一步深化了海南文化等重
点领域对外开放，加强了国际人文交流和
文化相融。同时，通过举办国际电影节，海

南以更加开放、时尚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
前，进一步提升海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星光璀璨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
一场促进海南文化事业发展、满足群众
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文化盛宴。“永
不落幕的电影节”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
了丰富、优质的电影资源，满足了市民游
客的观影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熟悉、喜
爱电影，还借助世界电影平台推介海南

电影产业资源，推广海南文化品牌，对海
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
拉动效应，对于展示海南精神、海南文
化，打造海南独树一帜、面向世界的文化
名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缤纷多彩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
场培育电影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推进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消费盛宴。
举办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能够迅速促进电

影消费的增长，加快电影及相关行业资源
的汇聚，推动电影产业的交流、融合和升
级。同时，电影节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局
限于电影业态本身，还可以通过电影节吸
引大量人群，拉动旅游、图书、音乐等相关
领域的消费，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促进新兴文化消费和传统文化消费升级，
培育海南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大咖云集，群星争艳。一年一度的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正在成为海南岛的又一
张标志性文化名片。秉承促进世界电影文
化交流和发展的使命，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各国优秀电影人齐聚海
南，并通过这一平台不断增进各国人民的
理解、沟通和互信，传播平等、互鉴、对话和
包容的文明理念，推动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正能量。

星光熠熠照亮海南开放步伐

电影节开幕式晚会汇聚海南元素，
浓郁特色彰显国际风范

群星闪耀鹿城
“文化+”魅力凸显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12月1
日晚，一场活力四射的开场秀《请到天涯海角来》为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开启大幕。这首耳
熟能详的海南“名片”歌曲，在小蜜蜂·罗杰斯、
Unine（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UP少年团
的活力演绎下，绽放出更加青春时尚的风采。

热情洋溢的演出配合着绚丽多彩的视频，视频
中既有卡通化设计的岛屿符号，又穿插播放着海南
建设发展取得的成就。舞蹈演员们身着民族服饰，
在舞台上跳起竹竿舞，一个个热带水果的模型在舞
台亮相，尽显热带岛屿特色。

整场开幕式巧用海南特色文化元素，又以其多元
融合彰显着海南的国际化发展。置身于改革开放前
沿，正在全力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海南以光影盛事展
示开放新姿态，以电影节等文化品牌激发发展活力。

开幕式舞台紧邻海岸，中央舞台上射出的一束
束蓝色光束好似海南蔚蓝的天，蔚蓝的海，将夜晚里
的海棠湾映亮。大屏幕上，金色阳光透过绿色的椰
树叶洒下，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勃勃生机蕴含其中。

请到天涯海角来，是海南向世界电影人送上的
热情欢迎，也是全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向全世界发出的邀请。去年4月
13日以来，海南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取得显著成
效，同时借助一场场国际化的文化活动来宣传海南，
邀请全世界人们关注海南，到海南投资兴业。

“金椰奖”是此次电影节隆重推出的竞赛单元，
评委会主席伊莎贝尔·于佩尔在致辞中表达出她对
海南的热爱。

海棠湾边星光璀璨，凤凰岛上五光十色，三亚的
夜晚因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而夺目。开幕式晚
会是一次电影人的海岛相聚，也是一次对中国电影
发展的梳理。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幕式上特别
设置“电影人致敬70周年”环节，在钢琴家吴牧野的
伴奏下，韩昊霖、秦昊、范明、陈乔恩、黄觉、李晨、李
若彤、陈小春、任达华、王嘉、张译等演员接力亮相，
以朗诵的形式回顾中国电影70年发展历程。

著名歌手韩磊带来歌曲《花开在眼前》，迈克学摇
滚组合演唱歌曲《传奇》，周深带来空灵的歌曲《大
鱼》，实力派唱将们将开幕式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黄圣依、孙艺洲、蒋梦婕、熊梓淇、李兰迪、连淮
伟、于朦胧、黄梦莹、邢菲、邓超元10人共唱歌曲《海
南海南》。轻快节奏中，海南的“阳光海岸”映入眼
帘，海岛气息扑面而来，引人入胜。

传奇歌手莎拉·布莱曼以其标志性的歌喉献上
歌曲，艳惊四座。一曲《今夜无人入眠》为开幕式晚
会画上句号的同时，也为观众们开启了在海南岛上
的又一次光影之旅。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

闪光灯一刻不停地捕捉下耀眼
“星光”，更为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定格下“高光时刻”。

过去两个月里，电影节组委会
陆续对外公布参会嘉宾名单，一个
又一个被影迷们视为“传奇”与“经
典”的名字现身其中。西蒙·韦斯
特、伊桑·霍克、黑泽清、关锦鹏、阿
斯哈·法哈蒂、比利·奥古斯特等影
坛大师都将在电影节期间与公众见
面。此外，莎拉·布莱曼等诸多演艺
人士也在电影节间亮相。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亮点，“金椰

奖”的推出为电影节增加了学术性，
其国际评委会也以强大阵容引来关
注，法国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担任
金椰奖国际评委会主席，评委会中
还包括了美国导演阿贝尔·费拉拉，
中国演员蒋雯丽，马其顿导演米尔
乔·曼彻夫斯基，中国演员、导演陈
思诚，印度评论家、作家阿茹娜·瓦
苏德夫，法国电影评论家托马·索迪
奈尔。“大师阵容”赋予金椰奖更多
专业性与关注度。

除了数十位中外影人的加入，
许多产业行业“大咖”的参与也令电

影节汇聚产业头部资源，增强平台
效应。

组委会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重要地位和日
益显现的品牌效应是推动第二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活动全面提升的重
要原因。

国家支持海南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作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先导性项
目之一。2018年12月11日，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三亚开幕。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

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在省委宣传部、省电
影局的指导下，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总结经
验，投入到新一届电影节
的准备之中。过去一年
来，电影节组委会通过积极
参与法国戛纳电影节等方
式，在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活动积累资源的同时，更
借助世界电影平台推介海
南电影产业资源，推广自
贸区文化品牌。

本届电影节全面创新内容，扩
大影片展映容量，力求全面升级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专业性和特色
性，致力打造出国际性、专业性、大
众性兼具的“永不落幕的电影节”。

本届电影节设置了开幕式、竞
赛单元“金椰奖”评奖、影片展映、户
外沙滩放映、大师嘉年华、H！Ac-
tion创投会、H！Market 市场、专
题论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10项
主体活动，主体活动下设近百场分

类项活动，进一步满足广大影迷和
市民的观影需求。

拍摄电影是造梦的过程，当看到
银幕上精彩的画面时，作为观众，会
想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大师嘉年华”就给了影迷这
样的机会。12月2日至7日，电影大
师西蒙·韦斯特、伊桑·霍克等会在三
亚与影迷分享他们的光影故事。

电影是分享与交流的艺术，思维
的碰撞让创作火花迸发，今年电影节

期间将举行一系列专题论坛，邀请
中外知名电影人分享国际前沿创作
与制作理念，畅谈电影的发展趋
势。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暨电影产
业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融合发展
论坛聚焦电影产业与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融合发展；“亚洲电影在欧
洲”论坛聚集各大电影节策展人，分
享对亚洲电影的独到见解；中俄电影
合作论坛邀请两国电影的优秀代表，
探讨中俄电影共同发展的新途径、新

突破、新期待……
“金椰奖”收到来自

80个国家和地区的1495
部影片报名，剧情长片、
纪录长片及剧情短片三
个类别下的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评委会大奖、
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
员、最佳编剧等十个电
影奖项将在 12 月 8 日
揭晓。

主题活动精彩纷呈B

为公众奉上电影“大餐”C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李艳玫

12月1日晚，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
三亚开幕。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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