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只有芸知道》展
映现场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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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读
冯小刚与影迷交流。

影片展映

冯小刚携新作
《只有芸知道》亮相鹿城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李艳玫）12月6
日，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作《只有芸知道》在三亚
市1+X红树林影城与影迷“见面”。展映结束后，
冯小刚现身与影迷交流台前幕后的拍摄故事。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今年是第二届了，它在电
影届的影响力很高。海南三亚是个令人向往的地
方，《只有芸知道》这部温暖的电影很适合在这里
观看。”冯小刚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只有芸知道》根据真实爱情故事改编而来，
在新西兰取景，讲述了隋东风（黄轩饰）与罗芸（杨
采钰饰）相识相爱相知相守半生岁月的故事，将于
12月20日公映。

“贺岁档是中国观众看电影的一个集中时间
点，除了有科幻、悬疑、武侠等大片，还应该有温馨
的电影。《只有芸知道》是一部温暖的电影，适合男
女老少观看。”冯小刚坦言，不同的年龄阶段想要
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目前的阶段他更多地想呈
现出能够带给观众心灵温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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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对很多中国影迷来说，正是伊朗
社会派电影大师阿斯哈·法哈蒂导演
的《一次别离》让伊朗电影走进大众视
野。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家庭电影”，
在2012年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奖的角逐中，战胜“好莱坞班底大片”，
让很多中国影迷记忆犹新。

12月6日，法哈蒂亮相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分享他对电影
的理解。

真实深刻反映社会现状
活动伊始，一段混剪的视频短片

把现场观众带到法哈蒂的“世界”中：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电影中的人
物平凡地就像身边的你我他……法
哈蒂将其对伊朗本土社会与日常生
活的观察与思考转化为成熟的影像
语言，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了伊朗社会
的现状。

“我还是习惯用作品来介绍自
己。我13岁有了第一个作品，是一个
短片。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戏剧，从那
时起，我决定在电影行业发展。”法哈
蒂说。

法哈蒂是一位勤奋且有天分的导
演。2009年，他的第四部电影《关于
伊丽》被授予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并作为伊朗官方选送作
品参与200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

语片奖的角逐。之后，他执导《一次别
离》及《推销员》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
外语片。他也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
金像奖的伊朗导演。

传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离婚，是阿斯哈·法哈蒂一直关注

的话题，他执导的多部电影中都涉及
与离婚相关的情节。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家庭关系都
是有共通性的，每一次谈论家庭，我们
都会自动谈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也
会在家庭关系中显现。”回答海南日报
记者的提问时，法哈蒂透露，离婚问题
只是他讲故事的一个切入口，他借此
创造一个危机，以此出发，借助极简却

递进的情节、平静而丰富的影像构建
出独特的伊朗故事。

法哈蒂的影片里没有说教和判
断，也从不回答“谁之错”和“如何
解”之类的具体问题。他说，他不会
把答案放到影片最后，告诉观众选择
的正确与否，他也不会评判家
庭矛盾的是是非非，这不是他
要做的事情，他希望观众
自己去感受。

也许，对法哈蒂来
说，当今世界最需要的
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他则在电影故事中，传
达复杂而深刻的思考。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孙婧

“电影是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艺
术形式，也是一个代表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硬指标，更是一个民族的生动面
孔。”近日，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明振江现身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的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暨电影产业
与海南自贸区（港）融合发展论坛，谈
到了推动电影产业与海南自贸区建设
融合发展的诸多建议。

20世纪70年代，明振江从一名电
影放映员做起，数十年间，在“放电影”

“管电影”“拍电影”等电影产业的多个
环节上，见证了国产电影的演变之路。

明振江与海南最初的缘分，还要

追溯到一部经典的军事题材影片——
《冲出亚马逊》。这部电影就是在他任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出品的。

往事再提，明振江仍颇为感慨：
“应该说，《冲出亚马逊》开了国产电影
中军事动作片的先河，当时我们在海
南乐东取景，尖峰岭的热带雨林完美
模拟了南美洲亚马逊丛林的场景，所
以我对海南也有很深的感情。”

这次来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明
振江邀请了一众国内、国际的重量级
电影制片人，共同为推动电影产业与
海南自贸区建设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那么在他眼中，海南该如何利用
优势发展属于自己的电影产业呢？

“首先是要把握好政策。”明振江

说，好的政策，能够极大吸引人才和资
金汇聚，“本次电影节上，美国、法国的
制片人都希望海南有好的税收政策。”

明振江建议，海南要以办好电影
节为契机，树立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战
略思维，运用好体制、改革和政策的红
利，出台促进保障电影产业发展的新
政策，并敢于突破和创新，在全国率先
落地实施，一方面推动电影产业全要
素、全产业链在海南实现创新发展，另
一方面，也能够提升海南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有了好政策，就能吸引好的项目和
人才。“代表国家文化最高水平的项目，
如果能在海南落地，由海南出品，这不
就把海南的品牌打响了吗？”明振江说，

有了项目，就有事干，人才自然就会聚
拢过来、培养起来。“我听说海南要在儋
州建一个电影学院，希望能够培养出一
批摄影、美术、化妆、服装、道具、后期制
作等实用性的电影人才，共同来完善海
南的电影产业。”明振江表示。

得天独厚的复合型自然景观和
气候条件，让海南有了“天然摄影棚”
的美誉，吸引了一些影视剧来此取
景。但是明振江提醒，海南还应该注
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如果去海上
这种较危险的外景地拍电影，相应的
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完善电影产业
链，这样不仅能推动电影产业发展，也
能助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更上一
个台阶。”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建议海南出台并落地新政策

推动电影全产业链在琼实现创新发展

伊朗电影大师阿斯哈·法哈蒂：

带着对现实的思考讲述光影故事

数字科技改变电影行业的发展

老电影
修出新光彩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李
艳玫）12月6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电影修复论坛在三亚湾红树
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邀请电影修复
和档案机构的嘉宾到场分享最新的
修复成果，讲述修复故事，探讨修复
技术。

电影行业在不断创造和生产新
作品的同时，也在精进修复和保护技

术，以留存老电影的光彩。据了解，
保存时间过长、存档环境欠佳或使用
不当等因素，都会导致老电影胶片受
损，须借助专业的修复设备，对画面
进行数字修复。

“电影是非常宝贵的财产，我们要
好好保护。”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
资料馆的塞西莉亚·岑恰雷利说，电影
修复可以让一些古老的电影再次焕发
生机，让人们充分感受经典。

塞西莉亚·岑恰雷利表示，电影

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部分是研究，无论是虚构的
还是非虚构的电影，想要修复这些电
影，都需要搜集尽可能多的电影档
案，对它的背景进行研究，在确认拿
到的最好的资料之前，都不应该开始
电影修复工作，“因为如果几年后你
又找到了更好的资料，就需要重新进
行修复。”

如今，观众可以在大银幕中看到
100多年前的电影，了解过去人们的

生活，这要归功于电影修复技术。科
技是如何改变电影行业的发展，几位
嘉宾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上海电影技术厂营销总监贺欣
结合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分享了看法：

“2006年，我刚进入上海电影技术厂
工作，当时主要以胶片的洗印加工为
主，在这过程中，我们进行技术创新，
引进了数字制作，逐渐地进入了胶片
与数字混合的时代。数字电影修复
就是电影科技的一个产物，如果没有

数字制作，如今电影修复工作需要继
续去洗印。”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艺
术，它是永远留存的。各类技术的发
展，让我们可以修复电影中非常多的
细节，它让我们做到了一些以前没有
想过能做到的事情。除了影片之外，
制作的工艺、设备也应当被修复。”日
本电影资料馆馆长岡岛尚志说。

三亚公安部门部署9个工作组

给电影节
全方位的安全感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罗佳）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12月1日启幕，
将持续至12月8日。为保障电影节各项活动顺利
举行，三亚市公安局制定相关方案，从开幕式安保、
闭幕式安保、交通保障、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部署
9个工作组，明确责任落实，全方位进行保障。

三亚市公安局提前谋划和部署各项安保工
作，从11月开始，该局治安、交警等部门多次勘察
开幕式、闭幕式等场地，指导规划缓冲区域、入场撤
场路线、停车场、验票安检区域设置等，并针对安
保、交通方面存在的细节问题反复斟酌、协调解决。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12月1日
在海棠广场举行，当天三亚市公安局共派出约
1500名安保警力，保障了开幕式圆满举行。电影
节闭幕式将于12月8日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
母港举行，届时，将有近千名安保警力维护现场秩
序，各项安保筹备活动目前正有序进行中。

为保障电影节圆满举办，三亚警方坚持向科
技要警力，引进太赫兹安检仪，该安检仪能快速准
确检测到危险物品，且每小时能安检1500人次，
既避免传统安检搜身的尴尬又保证观众通行速
度。此外，根据安保工作需要，三亚警方还引进移
动哨兵机器人，在电影节现场开展全方位监控，为
电影节安保工作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李
艳玫）“你细心周到的服务，让我感觉
到很暖心。”12月5日，一名参与第二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报道工作的记者
在“朋友圈”称赞道。她称赞的对象是
——志愿者。

12月 1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在三亚开幕。电影节期间，作
为“官方面孔”之一，经过层层筛选
的400余名志愿者身影出现在各个
活动现场，维持现场秩序，解决每
一位与会嘉宾和媒体工作者的需
求，成为本届电影节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相比往届，今年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志愿者招募扩大至全球范围，覆盖

了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
西兰、澳大利亚等24个国家和地区，
辐射超过5100所全球院校，经过长
达4个月的三个阶段综合考核，招募
了300名青年志愿者。此外，组委会
在三亚招募了150名志愿者，他们共
同在电影节开幕前进行集中培训，以
最佳的精神面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
的来宾。

“我就读的专业是会计学，平时
也喜欢看电影，想通过参与志愿者
服务锻炼自己，开阔眼界，所以就报
名参加了。”在澳洲读大学的鲍嘉成
为了本届电影节接待组的一名志愿
者，最令她感到兴奋的是，她的接待
对象是英国著名女歌手莎拉布莱

曼，“从接机、办理入住，到走红毯、
登台表演我全程陪同莎拉布莱曼，
她特别亲切，还与我合影、拥抱，这
是我志愿者之行最美好的回忆。”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力求打造国
际性、专业性、大众性兼具的“永不
落幕的电影节”，服务来自世界各地
的电影人及电影爱好者，而志愿者
就是电影节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是展现海南城市形象的使者。

“相比其他社会活动的类型志
愿者，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志愿者的
培养突出以下几个亮点：致力于培
养志愿者的拼搏意识和奉献精神，
为未来影视、文娱行业孵化并培育
新人才；面向全球开放志愿者服务，

接收来自国内外的优秀个体，在打
造国际电影节服务群体的同时，也

保证文化交流的多元性。”电影节组
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面向全球招募的400余名志愿者竭诚服务

璀璨电影节，他们也闪光

H！Action创投会
获奖项目公布
600万元助力孵化优秀电影

本报三亚12月 6日电 （记者徐慧玲 徐晗
溪）创投会是优秀电影作品的孵化器，也是业界发
现优秀电影人才的重要平台。12月6日，第二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举行颁奖
典礼，经过多轮评选，《羊命》等5部优秀电影项目
共获得总额达600万元的现金奖励，《又见奈良》
等电影项目分别获得行业奖项。

据介绍，作为一个新生的电影节，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今年是第一届，但在奖
项上，组委会不仅设置了极具吸引力的600万现
金奖，画林映像、太空堡垒、龙跃中欧制片人协会
等合作伙伴也设置了行业奖项。

H！Action创投会评审团成员从入选项目
的商业性、类型风格化、作品或团队完整度等方面
考量，通过剧本评审、项目评审、评审委员会等阶
段，推选出3个组委会大奖。其中，《羊命》获得

“海南选择大奖”以及奖金300万元；《温柔壳》《小
白快跑》获得“三亚关注大奖”，分别获得100万元
奖金；《刺客与明信片》《我是世界上另一个你》拿
下“行动力支持大奖”和各50万元奖金。

在行业奖项方面，《又见奈良》电影项目可谓
此次的“大赢家”，一举拿下“金知了声音奖”“太
空堡垒预告制作奖”“画林调色奖”以及“开心麻花
奖”。《地球上的星星》《他乡囚徒》分别获得“龙跃
欧洲特别奖”和“吴天明戛纳优秀制片人奖”。

创投会

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各
项活动的现场，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
影，或维持现场秩序，或服务参会嘉
宾……他们为电影节的顺利举办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次电影节有400余名志愿者，
其中 150 名来自三亚当地。这股强
大“志愿力量”的涌现，是社会文明
风尚进一步提升的具体体现，彰显

了近年来海南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为抓手，多举措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了“人人
参与志愿服务”良好氛围的成效。

志愿力量，让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的“星光”更亮。而在全面推进自
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
当下，期待更多志愿者闪光，让“海
南”这颗星，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志愿力量让星光更亮

大师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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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振江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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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

电影修复论坛


